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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殷殷嘱托

何开文赴崇阳调研督办时要求

我市安全监管不留盲区
域），采用
“集中培训、以会代培、送训上
门”
等多种形式，
对企业
“三类人员”
进行
安全生产培训2156人（次）；
免费发放《安
全生产法》、
《职业病防治法》、
《湖北安全
生产条例》等宣传资料6万册；
检查生产经
营单位 1731 家，
排查安全隐患 3768 处；
下达整改文书 688 份，
责令停产整顿 56
家，
提请关闭16家，
经济处罚达532万元。

农民增收

我市本着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原
则，全面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督促各级党政
领导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时，制
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乡镇安
全生产监管体制的意见》，率先在全省
落实乡镇安监办机构、编制、人员、经
费、装备和办公场所“六有”要求，将各

安全专委会的监管触角延伸到基层，下
沉重心、前移关口，全面形成“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网络。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先后
有 6 个乡镇、9 个部门和 16 名党政干部
因安全生产工作不力被问责；26 名党
政领导干部因发生安全事故被追责，其
中 7 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农业增效

通山黄沙铺镇特色产业致富一方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孔帆升、通讯员
这是该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
王程海报道：7 月 11 日，记者在通山县
业振兴助推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黄沙铺镇的大柏树果木基地看到，450
近年来，该镇以农民增收、农业增
亩林地上，桃树硕果累累，名贵苗圃郁
效为核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采取
郁葱葱，一个种植油桃、红心柚、牡丹花 “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吸引
等 17 个品种，集观光、采摘、种植、休闲
新能源（光伏）产业、种养殖业、农副产
度假等为一体的绿色产业生态园区规
品加工业和休闲旅游类企业前来投资
模效应初显，年产值已达 100 万以上，
兴业，发展油茶、养殖和苗木等三大种
并带动周边 200 多名群众就业。
养产业，依托长茂油茶和万山红油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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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
记者从市安监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市
68 个乡镇安监办已全部完成挂牌工
作，标志着我市乡镇安监办建设得到全
面加强，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全面织
密了安全监管网络。
今年来，
我市紧盯建筑施工、
道路交
通、特种设备、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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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展高效油茶基地 1.2 万亩；以“基
地+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发展家
禽、牛羊等养殖大户 16 家；建设文科苗
林、人间四月天等产业群，壮大恒财、竹
福尔等竹产业。
新屋村以“村委会+合作社+贫困
户”的发展模式，激活农村发展新活力，
建成的新屋光伏电站、红心火龙果种植
示范基地、孔雀养殖等扶贫项目，不仅

使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 10 万元以上，
还带动 60 多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产业发展好不好，关键要看给老
百姓带来多少实惠。”该镇党委书记成
理说，为带动一方群众致富，该镇已发
展规模企业 21 家，组建农民专业合作
社 75 个，建成家庭农场 11 个、种植基
地 36 个，成为全市“三农”发展十强乡
镇之一。

扎实推进
“厕所革命”试点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恬、通 讯
员 王 永 涛 报 道 ：14 日 ，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赴崇阳县
调研督办
“厕所革命”
试点工作。
何开文一行先后来到 106
国道翠竹岭服务区，白霓镇龙
泉村、大市村，铜钟乡大岭村、
佛岭村，现场察看各类厕所建
改、三格式化粪池建造、污水管
道接入情况，详细了解该县“厕
所革命”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和
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何开文要求，
要坚持因地制
宜，
采取符合本地实际的建改模
式，
确保标准规范、
质量达标。要
把
“厕所革命”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来抓，
作为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的关键环节来抓，
将厕所改
造与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环境整
治等有机结合，综合施策，统筹
推进。对居住较为集中的村湾
要 从 长 远 谋 划 ，推 动“ 厕 所 革
命”与
“美丽乡村”
建设相结合。
何开文强调，要进一步加
强乡镇农户厕所建改标准、安
装技术要领等方面的业务培
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对
“ 厕 所 革 命 ”的 认 知 度 和 参 与
度。要广泛凝聚群众力量，形
成全社会支持参与“厕所革命”
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生活品质。

赤壁市委党校启动“红色宣传工程”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本报讯 通讯员蔡蒲生报
道:日前，赤壁市委党校全面启
动“红色宣传工程”，全覆盖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推动十
九大精神在党校落地生根。
在宣传方式上，该校“红色
宣传工程”从落实主体班、轮训
班教学着手，坚持团结稳定鼓
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宣
传引导的主导权、话语权。

在宣传内容上，该校“红色
宣传工程”切实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鄂南特色文化、
“讲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等内容
融入教学实践中，并运用红色
宣传标语、Logo、广告片和宣传
片进行宣传，确保宣传耳目一
新、过目不忘，到边到角。

嘉鱼县官桥镇推广“315 养殖模式”

286 户贫困户
“借鸡”脱贫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
道：
“ 有了鸡苗和养殖技术，我
家今年脱贫有希望了。”7 月 8
日，享受“315 模式”养鸡的嘉鱼
县官桥镇舒桥村 1 组贫困户葛
先洪信心满满地说。
为帮助困难群体加快脱贫，
近年来，
该镇坚持把发展种养业
作为助推脱贫攻坚的大事来抓，
一方面依托白湖寺村林下生态养

暑期学戏忙
4 日，
湖北科技学院学术报告厅里，
参加全市暑期戏曲培训班学习的学员
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练习戏曲广播体操。
为期 3 天的培训班，吸引了全市近
200 名中小学音乐教师和地方戏曲文
艺工作者参训。来自高校的知名教
授、著名表演艺术家们用“理论+实践”
的授课形式，分别讲解京剧、楚剧、黄
梅戏等戏种的相关知识，帮助教师提
升戏曲教学质量和水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汪姝琴 摄

咸安区官埠桥镇

11 户贫困户喜迁新居

石溪彩米分外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早就听说石溪彩米与众不同、香飘
四方，7 月 11 日，记者慕名来到彩米原
产地——通城县马港镇石溪村一探究
竟。
石溪村距离马港镇约 5 公里，位于
海拔 600 至 900 米的山上。
沿山路往上，青青山峦连绵不断，
绿油油的稻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
得分外妖娆，陡峭雄伟的见鸡山如天然
屏障巍然矗立。
“石溪彩米是未经改良的原生稻，

殖专业合作社，
按照
“一亩地建一
个鸡窝，喂养 50 只鸡，实现年收
入 3000 元”的发展模式，以点带
面，
全面推进
“315 养殖模式”
；
一
方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发放
鸡苗和鸡笼，
实现养鸡脱贫。
截至目前，
该镇已先后帮助
286 户贫困户掌握了养鸡技术，
累计发放鸡苗 2 万只、鸡笼 300
余个，
有力促进了养殖业发展。

李嘉

为一年一熟的常规中稻，主要由产于见
鸡山的珍珠红米、乌紫米、黑壳糯米等
米粒，按口感搭配而成。”62 岁的石溪
村民徐慧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石溪
彩米之所以倍受欢迎，缘于石溪彩稻产
自海拔 600 米的见鸡山，不仅土壤呈弱
酸性，
而且全部采用山泉水灌溉。
徐慧说，石溪彩稻的另一个特点
是，完全采用蓄力耕田、手工插秧、脚
耘除草等传统农耕方式，全程不使用
除草剂，肥料仅限绿肥和稻草还田，防

治病虫害依靠‘鸭稻共存’和生物诱捕
等方式实现，同时稻谷晾晒全部使用
竹藤。
“彩稻种植一般在每年 5 月份下
秧，经过 148 天生育期就可以收割了。”
石溪特色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程
小卫告诉记者，该村 2015 年发现彩米
的种植价值，2016 年就在全村发展彩
稻种植 690 亩。2017 年，该村组建成
立的湖北石溪彩米有限公司，采用“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将彩

米种植面积扩大到 1058 亩，吸引全村
166 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种植彩稻，带
动 91 户精准扶贫户以土地入股和进基
地务工等方式，
实现增收脱贫。
“去年产彩米 7.8 万斤，实现销售
收入 120 万元。今年预计可产 10 万斤
左右。”在石溪彩米有限公司包装车间，
公司负责人熊英告诉记者，目前该公司
正在积极构建销售网络，通过大型电商
平台、微信等方式拓展销售渠道，力争
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彩稻种植，实现共同
致富。

专访咸安区高桥镇镇长朱敬民

打造田园综合体 实现乡村振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我镇将以建设田园综合体为核
电商体系，推动利民合作社等本土企业
心，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乡村
与桂之鲜进行对接，打通农特产品从
组织振兴。”日前，咸安区高桥镇镇长朱 “农户”到
“消费者”的通道。
敬民接受采访时开门见山，阐明推动乡
记者：高桥镇将从哪些方面着手推
村振兴的实现途径。
动人才振兴？
记者：
作为省财政厅支持的田园综
朱敬民：实现人才振兴，重点是培
合体试点，
高桥镇将如何推动产业振兴？
养新型农民。要在全镇 90%以上的村
朱敬民：我镇将围绕建设田园综合
干部和农民党员接受了农业技能培训
体，全力引进一二三产业项目。一方面
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创
大力发展第一产业，成功引进总投资
业、安全生产和专业技能培训等，帮助
3000 万元的瀚宇农业项目，在白岩泉
广大农民群众掌握致富技能。目前，有
村、洪港村分别建设香菇蔬菜大棚、中 “全国乡村改造第一人”之称的孙军，已
草药材基地；一方面全力调整第二产
率领团队对我镇白水畈美丽乡村建设
业，通过引进盛通四海公司，投资 2000
项目进行了整体设计，将根据农户需求
万元，完成果蔬种植、加工、观光、采摘
量身定制发展规划，吸引更多年轻人回
基地建设。同时，积极谋划第三产业，
乡创业就业。
通过对接互联网经济，开拓农村电商项
记者：高桥镇将如何推进文化振
目，引进桂之鲜公司投资建设萝卜小镇
兴？

吴钰

通讯员

刘波

朱敬民：我镇将通过开展“萝卜小
镇”吉祥物征集作品展示，举办以萝卜
为题材的写生、现场摄影比赛等，挖掘
原创萝卜文化艺术，打造萝卜歌、萝卜
舞、萝卜时装秀等民俗节目，擦亮人文
品牌。并通过邀请省、市、区文化名人
到白水畈实地采风，让“白水畈萝卜甲
天下”
的美誉走出咸宁，走向全国。
记者：高桥镇将如何围绕生态振兴
做文章？
朱敬民：一方面开展生态建设。结
合“131 军旅小镇+白水畈田园综合体”
项目，启动白水畈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培训的办法，
增强村民的环保意识、卫生意识、发展
意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另一方面，
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做好秸秆禁烧和规
模畜禽养殖治污工作。要在已关停周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镇 鹏、胡
春丽报道：日前，笔者来到咸安
区官埠桥镇窑咀村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还建点，仿佛进入“世外
桃源”。
这个居住了 11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易地扶贫搬迁还建
点，位于窑咀村黄世珍湾路口，
占地面积为 500㎡。
为让贫困户在新家园里住

得安心幸福，该区统计局驻村
工作队主动投入 3 万余元，为每
户安装了窗帘，镇政府出资为
贫困户集中购置橱柜、抽油烟
机、煤气灶等，张公电站在第一
时间为还建点接通了室内外线
路，
村委会干部则筹资为每户免
费添置床铺棉絮、桌椅板凳等，
使贫困户实现
“拎包入住”
，
小小
家园尽显全社会关爱之心。

咸宁供电公司展开测温测流工作

保障迎峰度夏安全用电
本报讯 通讯员鲍红艳、孙
刚、段大刚报道：
7 月 13 日，
国网
咸宁供电公司展开城区配网设
备红外测温、测电流工作，为迎
峰度夏保供电提供安全保障。
针对近期气温升高、供电
负荷攀升，给供电设备安全运行
带来的隐患，该公司提前制定
详细工作计划，及时组织配电
运维班、配电抢修一班和二班，
合理安排红外测温测流工作，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及时归档
分析，对症施策，加强对重要用
户供电线路的巡视检查，对查
出的用电过载配变台区采取分
流、更换变压器等治理措施，确
保隐患早发现、早治理。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
了对市妇幼、中医院等 121 台配
变台区、63 处电缆终端的测温
测流工作，为安全供电奠定了
基础。

文会养殖场的基础上，督促长丰养殖场
等 10 家规模养殖户完成环保设施整
改。
记者：推进乡村组织振兴有哪些举
措？
朱敬民：一是优化基层党组织建
设，重点是抓好以村党支部书记为核心
的村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打造坚强有力
的带头人队伍；二是健全完善党员干部
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切实提升农村基层
党员干部服务力；三是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吸收有理想、有干劲、有能力
的年轻党员参与萝卜特色小镇建设，引
领特色产业发展。

十九大精神在基层
乡镇干部谈发展

15 日，嘉鱼县民政局、义工协会组织开展“关爱未来，放飞梦想”
活动，在全县挑选 15 名贫困学生及留守儿童，深入官桥八组参观发
展史，到开心农场釆摘，
进蜜泉果庄做趣味游戏、
包饺子，
以及举办成
人礼等，
陪伴孩子们快乐健康度暑假。通讯员 雷平 李红霞 摄

咸宁天气：
20 日受副高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21 日副高北收，受其南侧偏东气流影响，多云。具体预报如下：
20 日：
晴天，偏南风 1～2 级，26～37℃；
21 日：
晴天到多云，偏东风 1～2 级，26～37℃；
22 日：
多云有阵雨，偏北风 2～3 级，2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