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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精神在基层
乡镇干部谈发展

牢记殷殷嘱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有了这个户口本，孩子下学期就
可以如愿上学了！”

7月2日，骄阳似火，通山县公安局
副局长曾庆祝带领户政科负责人，冒
着酷暑来到黄沙铺镇晨光村17组，实
地了解9岁男孩李江生无户籍无学籍
的情况，并特事特办，现场为这个小男
孩办理了户籍。

原来，7月1日，一位热心读者在个
人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则“黄沙有个没
有户籍的孩子，今年9岁了，一直还没
上学”的消息，详细介绍了李江生是其
父亲10年前在浙江温岭市务工时，与
同厂的河南籍女子恋爱非婚生下的。
由于当时李江生的妈妈没有把户口从
河南迁到黄沙铺镇，加上没有办理结
婚证，也就办不了准生证，只得到个体
小诊所生下了李江生，因而也就没有
出生证。后来，李江生的父亲因犯事
服刑，其妈妈也弃他而去回了河南老
家，爷爷见状含悲离开了人世。从此，
李江生就一直由奶奶拉扯大。

该县县委书记石玉华从微信朋友
圈看到这则消息后，立即叮嘱县公安

局相关负责人上门了解实际情况，解
学生之急，替群众分忧。于是便有了
本文开头的一幕。

在李江生家中，笔者看到，又黑又
瘦的李江生郁郁寡欢，与奶奶住在破
旧潮湿的房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
具，其平时的生活全靠奶奶编扫把、捡
废纸卖来艰难维持，家境十分困苦。
见此情景，户政科的同志当即掏出200
元钱给李江生的奶奶，以表达爱心。

“就是因为没有户口，李江生不仅
办不了低保，还办不了农合保险。”该村
村支书告诉笔者，经他多方奔走，去年
当地学校开绿灯让李江生作为“旁听
生”读了一年级，并减免了部分学杂费。

“如今户口问题解决后，就可以由
‘编外生’转为‘正式生’，与班里其他同
学一样享受义务教育了。”该镇镇长程
国剑表示，将把李江生一家列入帮扶对
象，为祖孙二人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李江生的家庭境况也引起不少爱
心人士的关注，该县一位姓乐的企业
老板当场表态，每年将捐赠2000元，一
直资助李江生完成学业。

爱心写满户口簿
通讯员 雪雁鸣

“种植香菇虽然人力物力投入多，
但是周期短、资金回收快，只要掌握技
术、肯吃苦，就会有较高的回报。”日前，
咸安区桂花镇明星村香菇种植基地负
责人何方仲，谈起种植香菇致富经历一
脸的笑容。

明星村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72
户、163人。何方仲是该村第一个靠种
植香菇脱贫致富的明星。

现年29岁的何方仲，虽身材瘦小，
但却显得格外精神。他告诉记者，因家
境贫寒，便早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2016年，一直在外务工的何方仲，
回村注册成立盛世菌业香菇种植专业
合作社，开始从事香菇种植。

创办合作社初期，资金短缺对于何
方仲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难题。在镇、
村干部的帮助下，他成功申请20万元
精准扶贫贴息贷款，承租15亩土地，购
置回6台烘干机和一台注水机，买来木
屑、麦麸、玉米粉、专用肥、遮阳网、塑料
薄膜、菌种等材料，建起75个30平方
米的香菇种植场。

“香菇种植程序烦琐，先要购进菌

杆做菌袋，绑袋完成后，用100℃的炉
子进行36小时不间断灭菌，细算下来
一个菌袋得花一个月时间才能完成。”
何方仲说，由于技术掌握不到位，刚开
始培育的香菇全部感染了杂菌。

就在何方仲一筹莫展的时候，朋友
建议他从随州请来专家“会诊”，对整个
香菇培育提供技术指导。

“那一阵子我们吃住在棚里，连做梦
都跟香菇有关。”何方仲说，在专家的帮助
下，菌丝开始由白孢转为褐色。半个月
后，一袋袋菌棒开始长出香菇，仅一个菇
棚一天就能够出菇几千斤，转运到武汉白
沙洲蔬菜市场，一次就能全部售出。当
年年底，他的香菇收入就达到15万元。

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了才算
富。为帮助乡亲尽快脱贫，何方仲及时
与周边15户贫困户签订固定用工协
议，安排他们进基地务工，每人每天可
获得100至150元不等的劳务费。

“明年，我将吸纳10户贫困户入
股，进一步扩建菇棚，以带领更多贫困
户共同致富。”谈起合作社的未来，何方
仲充满信心。

香菇撑起致富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周雨

本报讯 记者吴晓莹报
道：11日下午，市规划局举办三
维立体影像技术应用培训班，
为全面开展2000国家大地坐
标系转换做准备。

作为规划信息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三维立体影像技
术的应用，将有助于我市规划
管理部门从空间形态、城市色
彩和景观和谐度等方面，对项
目的优劣给出更科学的判断和
评价，以进一步合理指导城市
规划建设的方向，最终为“智慧
咸宁”建设提供详细完整的数
据支撑。

据了解，2000国家大地坐
标系是我国自主建立、适应现

代空间技术发展趋势的地心坐
标系，具有三维、动态、高精度
等特点。目前，我市采用的是
1980西安坐标系，为参心、二
维、静态的平面坐标系统，参考
椭球参数与采用现代科技手段
测定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无
法满足高精度地理信息服务的
应用要求。

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全面开展2000国家大地坐
标系转换使用，可以保证地理
信息资源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并与后续生产的基础测绘成果
坐标系统相统一，从而有利于
测绘成果的应用，进而加快“智
慧咸宁”建设。

市规划局开展三维技术培训

助力“智慧咸宁”建设

“我们将以发展现代农业为抓手，
擦亮‘红色茶庵’和‘绿色成长’两张名
片，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奋力打造‘红色教育·生态观光休闲创
业小镇’。”近日，赤壁市茶庵岭镇党委
书记陈柏平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记者：打造“红色教育小镇”，茶庵
岭镇有哪些优势？

陈柏平：茶庵岭镇作为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中心县委所在
地，是全省100家扶贫开发重点乡镇和
老区工作乡镇之一。

近年来，我镇围绕“强组织、抓重
点、提弱项、补短板、求实效”的工作目
标，着力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力促
进了各项事业发展。即：强基固本，提
升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抓发展，
厚植了工业、农业、服务业及项目发展

优势；狠抓社会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抓生
产生活条件全面改善，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扮靓村庄环境奠定了基础；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驰而不息正风肃纪，促进
了干部工作作风转变、工作效能提升。

记者：就茶庵岭镇的实际来说，如
何推进生态观光休闲创业小镇建设？

陈柏平：重点是打好以下五大攻坚
战：

打好全面从严治党攻坚战。通过
在全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精神站
位；以不断强化的干部队伍建设、基层
党建工作，促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
服务功能相统一，促进村级组织建设，
促进村级党组织书记能力提升。

打好发展攻坚战。按照乡村振兴

战略要求，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
加快发展家庭农场，创新创业孵化超
市，做好“互联网+”文章，不断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以全产业
链开发+茶文化旅游为核心，优化创业
环境，推进白石工业园建设，将我镇龙
头企业茶博园打造成全国生态茶产业
文化旅游基地。

打好民生改善攻坚战。一方面投入
5000余万元，推进4个国土项目建设，积
极谋划峡山、小湖岭片农发项目，不断改善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一方面坚持在精准施
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
准落地上见实效，驰而不息抓好村庄环
境整治工作，按照“以项目支撑、以长效
机制为保障，群众积极参与”的思路，推
进污水处理厂和垃圾中转站建设。

打好社会治理攻坚战。一方面坚

持抓创建，培育新风，提高人的素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
深化平安创建工作，通过“平安单位”、

“平安村”、“平安户”评比授牌，不断提升
群众“一感两度两率”。同时，不断加大
防控体系建设，以不断健全的“天眼”工
程，确保茶庵人民安居乐业、和谐安定。

打好正风肃纪攻坚战。严格按照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抓好
作风建设，标本兼治惩治腐败，以不断
健全的“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
制、强高压、长震慑”的惩治腐败工作机
制，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讯 记者王恬、实习
生张宇昕、通讯员余映炫报道：
昨日，我市召开人才工作推进
会，通报《2018年上半年人才工
作项目进展情况》，学习传达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人才工作
的有关精神。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王济民出席。

会议指出，综合国力的竞
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的
竞争，关键是体制机制的竞
争。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贯彻落
实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人才工
作的要求，不断完善人才培养
机制，改进人才评价机制，创新
人才流动机制，健全人才激励

机制，精心编制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加快培养一大批高层
次创新型科技领军人才，统筹
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技
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等各类
人才队伍建设。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主动对标中央、省委关于人
才工作要求，积极主动谋划人
才工作。要服务全市发展大局，
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要结合
咸宁发展实际，围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脱贫攻坚两大任务，培
养一批“高精尖缺”人才。要从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认真抓好
各项工作落实。

全市人才工作推进会要求

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张勇、吴
颖报道：“别小看这棵树，长大后树冠直
径可达10余米，一年可产600斤西红
柿哩！”昨日，通山县大路乡山口村勇利
生态园负责人夏万利，一边热情接待前
来参观的村民，一边讲述西红柿新品种
的栽培技术。

这个生态园处处显示着现代化农
业的与众不同，在一个占地近10余、高
十几米的大棚内，纵横交错的管道，均
匀分布的排气扇，以及实时监控温度、
湿度和进光量的设备，承载着“80后”
夏万利的农业梦。

2015年初，在武汉打拼了十几年

的夏万利与爱人程清华决定回乡创业，
并在村里流转200亩田地，办起了这个
现代农业试验田，带动周边47家贫困
户发展蔬菜和水果业。

这是该县引导、鼓励和支持在外务
工青年返乡创业就业，投身乡村振兴主
战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成功事
例之一。

近年来，通山县按照“山通水富，绿
色发展”的工作目标，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通过“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
行动，引导、鼓励和支持在外务工青年
返乡创业就业，促进更多资本、人才、技
术聚集通山、服务发展，先后吸引300

多名“80”、“90后”青年返乡当职业农
民，成为带动产业发展、引领村民脱贫
致富的生力军。

“返乡创业青年在外务工多年，既
开阔了视野，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又
带回了先进技术信息和创业资本，是推
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通山县委书
记石玉华说，为帮助返乡创业青年提供
快捷优质服务，该县不仅成立服务专
班，协助落实产业发展规划，还通过提
供资金补贴、技术支持，确保返乡青年
尽快创业，并形成示范效应。

洪港镇沙店村青年王有文，利用在
浙江嵊州市拉链制造有限公司担任业

务主管时，熟悉市场行情、有固定客户
资源的优势，于2016年初带着务工十
余年积攒下来的资金，回村创办“通山
县志腾拉链制造厂”，吸收当地107个
劳动力进厂就业，人均年收入达4万多
元。

大路乡山口村青年王文教，2016
年带着从广州创办企业赚取的1000万
元资金，回乡租赁100亩山地建起孔雀
基地。通过统一提供幼孔雀、饲料、技
术的方式，将7000多只幼孔雀交给48
户贫困户寄养，使每个贫困户每养一只
就可以增加100元的寄养收入，成为带
富一方的“领头雁”。

专访赤壁市茶庵岭镇党委书记陈柏平

擦亮“红色名片” 壮大绿色产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子川

7月10日，崇阳县桂花泉镇仙坪村三山至仙坪公路，碾压机正在
碾压路基。仙坪村是该镇唯一一个不通公路的村庄，村民到镇上办
事需要绕道一个多小时，道路修通后，村民到镇上的距离由原来的
40公里缩短到15公里，进而带动三山源和仙人湖旅游资源开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兰水月 摄

养殖蛋鸭
奔富路

10 日，崇阳县白霓镇回头岭村蛋
鸭养殖基地，3000 多只蛋鸭在养殖场
踱步。

该村村民王仁甫兴办的这个养殖
基地，可日产鸭蛋 2000 多枚，俏销市
场，闯出一片致富天地。

近年来，该村依托青山绿水资源，
发展生态养殖业，已拥有 1000 只规模
以上的养鸡户2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汪佳 通讯员 陶然 摄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座谈会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

员蔡娟报道：昨日，市人大常委
会举行推进菜果茶绿色生产保
障质量安全座谈会暨2018年农
产品质量安全咸宁行启动仪
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王汉桥，副市长汪凡非
出席并讲话。

为期5个月的2018年农产
品质量安全咸宁行活动主题
是：绿色菜果茶、咸宁高品质。
旨在推进我市农业由增产导向
转向提质导向发展。

会议要求，要大力宣传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先进典
型，坚持问题导向，强化人大监

督，积极开展舆论监督，防控农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不断提升我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确保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进一步认清形势，增强做好农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强烈责任
感和紧迫感，从讲政治的高度，
强化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消
除麻痹思想，正视问题，把农产
品质量安全当作大事要事来
抓。要抓重点，扎实推进农产
品质量安全工作，强化监管责
任，切实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农
产品质量安全。

发展现代农业 壮大新兴产业

通山300名青年返乡助力乡村振兴

（上接第一版）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

建设推进会12日在京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书记丁薛祥在会上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并讲话。

会议强调，中央和国家机
关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带头坚决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严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折不扣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

“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
关”。要彰显政治统领，坚持问
题导向，融入业务工作，健全制
度机制，严格责任落实，把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抓细
抓实抓出成效。会议还对做好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期间思想政
治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

会上，8个部委党组（党委）
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12个
单位进行书面交流。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
常务（专职）副书记和机关纪委
书记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