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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27～28日受副高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部阵性降水；29日副高北抬，受副高底部。27日：晴间多云，偏南风1～2级，28～38℃；28日：晴间多云，偏南风1～2级，29～37℃；29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1～2级，28～36℃。今天相对湿度：50～90%

牢记殷殷嘱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18日下午，崇阳县桂花泉镇官庄
村一组，一个个刚摘下来的黄瓤西瓜
经过精心包装后，被装上邮政农产品
配送专车，启程运往咸宁各地。

“才几天时间，我家的黄瓤西瓜
就卖了几千斤，不仅卖得快，价格还
卖得好，光这一亩地就可赚上万元。”
看着车辆渐渐远去，种植户吴立良感
慨道。

吴立良今年61岁，是村里建档立
卡贫困户，也是远近有名的“药罐
子”。

2014年，他因突发脑梗塞丧失劳
动能力，住院治疗欠下4万多的债不
说，每个月还得花2000多元吃药。

2017年，崇阳邮政到该村结对帮

扶，并选派出黄回斌、金文华两名职
工脱产驻村落实帮扶工作。

两人经入户走访后发现，官庄村
盛产的黄瓤无籽西瓜为崇阳县乃至
全市独有，但由于种植规模小，收成
不多，没什么名气。

他们结合这一实际，在工商部门
登记注册成立桂花泉镇黄瓤西瓜专
业合作社，通过“党支部+专业合作
社+贫困户+邮政农村电商”模式，调
动有劳力、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户参
与种植。

同时，开展技能培训，并联系工
商部门申报官庄黄瓤西瓜中国地理
标志商标。

在驻村工作队的鼓励下，吴立良

开始恢复对生活的信心。他加入了
合作社，主动学习西瓜种植技术，把
屋前屋后一亩多的空地全种上了黄
瓤西瓜。今年，全村种植黄瓤西瓜的
共273户，其中贫困户107户。

6月初，西瓜长势喜人。崇阳邮
政又迅速成立了电商项目专班，分组
对全县西瓜种植户进行市场调研，研
究确定了官庄西瓜的价格、供货、质
量、以及包装要求、寄递保鲜等事

项。随后，通过邮政“邮乐购”互联网
平台和实物网络渠道进行销售，还通
过举办“首届黄瓤瓜‘瓜王’大赛”活
动进行宣传。

最终，官庄黄瓤西瓜火了，很多
咸宁、武汉等地人下单订购，供不应
求。

“精准扶贫产业先行，我们官庄
有了大规模的特色产业做支撑，脱贫
不难咯！”六组贫困户殷新旺说。

黄瓤西瓜托起致富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姜晶晶 袁震

本报讯 记者李嘉、特约记者刘
建平、通讯员夏青云、胡水兵报道：

“这个水蛮解渴！”24日，通城麦市镇
金麦村四组集中安置点里，78岁的吴
天福老人接了一杯清亮的自来水，递
给县财政局驻村干部黎伟，脸上露出
欣慰的笑容。

金麦村是县级重点贫困村，共有
2个集中安置点，安置贫困户19户63
人。

“之前安置点居民全靠到附近村
组挑水，尤其像吴天福这样年事已高
的老人多有不便。”黎伟告诉记者，工

作组通过入户走访了解到这一问题
后，及时研究解决办法，向县水利局
争取相关支持，解决饮水问题。

时下，金麦村2个新建饮水池已
经投入使用，自来水顺利接通到安置
点每家每户。“现在做饭、洗衣方便多
了，感谢你们的关心。”75岁的何秋荣
老人说。

4月以来，金麦村帮扶干部平均
入户4次，驻村工作组开展了落实两
率一度工作和协助二区划定、落实产
业发展计划和排查硬伤户、核实产业
奖补资金和发放帮扶明白卡等4轮入

户工作。同时多方筹集项目资金126
万元，协助村两委争取“九有”项目资
金103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完善56户
分散村民的饮水工程，并修建一条长
6500米、宽4.5米的公路，在新建卫生
室的基础上拓展完善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黎伟说。

为提高扶贫攻坚工作质效，该县
从7月中下旬开始，全面开展“访民
情、听民意、解民忧、暖民心”活动，助
力脱贫攻坚工作。

该县围绕便民小桥梁、水利小设

施、文化小广场、道路小维修、屋场小
路灯、和谐小凉亭、村庄小绿化、文娱
小音箱等“八小项目”，按照“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原则，最大限度地解决群众反映的民
生问题。

与此同时，该县帮扶干部通过入
户访谈贫困户方式，争当扶贫政策宣
传员、政策落实执行员、农副产品销
售员、家庭事务代办员，做贫困户贴
心人，解决贫困户生产生活困难，转
变干部作风，提高贫困户对帮扶工作
的满意度。

“四民”活动暖民心 争做“四员”解民忧

通城实事办实提升帮扶满意度

本报讯 通讯员施锐报
道：25日，“荆楚楷模”7月榜单
揭晓，市委宣传部推荐的耄耋
老党员、抗美援朝老兵张向温
榜上有名。截止目前，我市今
年共有5人评上“荆楚楷模”，
楷模入选频率和数量，位居全
省第二名。

张向温1935年出生，现为
赤壁市蒲圻办事处炭素社区退
休工人。他1950年加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1951年志愿参加抗
美援朝战争，荣获抗美援朝勋
章。他出生在贫苦的家庭，一直
坚定着“要报答共产党”的信念。

1986年，蒲圻县修建烈士
陵园，怀着对烈士崇高的敬意，
工资仅有70多元的他把平时省

吃俭用节省下来的280元钱捐
了出去。有了第一次善举，便一
发不可收拾。他和独生女儿吃、
穿十分简朴，舍不得钱买新衣
服、置办家具；女儿出嫁舍不得
置办嫁妆；女儿远嫁后，他经常
馒头泡汤舍不得花钱买菜；左脚
患静脉曲张行走不便舍不得花
钱治；一人无伴舍不得花钱住养
老院。而省下来的钱，总是在第
一时间被他捐了出去，献了爱
心。

83岁的他，还经常劝周围
的人，要为国家和人民多做好
事，不能忘记党的恩情。不富裕
的他，用几十年的捐赠义举，十
几万元的善款，见证了自己感恩
的心。

老党员张向温

当选7月“荆楚楷模”

整修干渠
21 日，咸安区贺胜桥镇施工人员

在阳武干渠黎首村段整修干渠。由于
多年失修，导致阳武干渠黎首、贺胜村
段部分产生渗漏。咸安区水利部门多
方筹资对其进行高标准整修，预计9月
全面完工，届时将提高当地水资源利
用率，改善周边农业灌溉面积 1200 多
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王建桥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舒文钢报
道：16日下午，市林业局在通城
大坪乡召开党代表联系日活动
座谈会时，现场办公，督促解决
栗坪村道路施工问题。

据统计，自市林业局2013
年到栗坪村驻村以来，已帮助争
取项目资金1400万元，挤出单
位公用经费220万元，协调解决
问题8个，有力推进该村美丽乡
村建设和精准扶贫工作。

该局支持栗坪村大力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新建45千瓦光
伏电站，百亩油茶等；修建了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瑶源大道、拦
水坝，新建了村级卫生室、村民
文化广场等，还开展了农村电网
改造、清洁能源普及等，村“九
有”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协调解
决了瑶源大道施工纠纷、养猪场
污水排放、非法采石场关停，以
及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立项问
题。目前，栗坪村贫困户“一有
两不愁四保障”户户到位。

市林业局

助力美丽瑶乡建设

一颗葡萄引发的思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赵梦丽

20日下午，烈日炎炎，在赤壁市赤
马港办事处莲花塘村六组洞门口，有
不少赤壁城区的居民，冒着酷暑来洞门
口葡萄庄园摘葡萄。

“这里的葡萄好吃，离得又近，虽然
比一般的葡萄园贵几元，但我家老婆孩
子还就爱吃这里的。”摘了一篮子葡萄
的谢先生说，自己家离这里开车就十分
钟，经常来摘葡萄吃，又新鲜又美味。

谢先生告诉记者，除了来摘葡萄，
他和同事们还喜欢到这里来开展拓展
活动：古朴的百年老屋、美丽的田园风
光，和有花有菜的葡萄园，让他们流连
忘返。

听到顾客称赞自家的葡萄庄园，
44岁的吴珍笑眯了眼。

100余亩葡萄园，每年葡萄一成
熟，不到两周就被采摘完；庄园里种的
向日葵紫荆花，以及辣椒茄子秋葵等，
让来过的人都赞不绝口；依托百年老屋
及洞门口天然空调和山泉水，每个月都
有团队到这拓展；先后被评为“咸宁市
市级示范社”“咸宁市休闲农业示范基
地”“咸宁市巾帼创业示范基地”……

不受天灾影响，年收益超过100万
元；吸引周边村民30多人务工，人平年
均增收4000元以上；自发举办了三届
葡萄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带动周边
村民卖土特产增加收入……

不到四年的时间，洞门口葡萄庄园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这和
吴珍的思考谋划分不开。

“这可以叫做，一颗葡萄引发的思
考。”吴珍笑着说。2002年，在广东上
班的她，自驾游途中巧遇一个村庄举办
的葡萄节，被深深打动，萌发了回乡创
建葡萄庄园的想法。

但这个梦，却由于资金不充足，一
做就是12年。2014年，吴珍毅然辞
职，带着工作多年的积蓄和多年的精心
规划回乡，开始建设葡萄庄园。

秉承打造“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循
环农业、高效农业”的信念，吴珍用“果
蔬种植+观光采摘+休闲服务+农特销
售”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经营葡萄
庄园，引进实施了V型棚架避雨栽培
技术、全自动有机喷滴灌系统、合理利
用空间，高矮结合，交错种植果蔬，坚持
打造“绿色、安全、营养、健康、甜美”的
生态果蔬品牌。

吴珍引导村民结合地域特色资源，

创新种植理念，科学利用山泉水浇灌生
态葡萄，一经推出，便受到赤壁及周边
游客的欢迎。

而除了葡萄，葡萄庄园自酿的纯
正、健康、无污染的野生葡萄美酒及观
食两用的盆景葡萄都成了游客们的心
头好。

如今，每到6月下旬至10月的采
摘季，洞门口葡萄庄园的葡萄都供不应
求。在赤壁，说起吴珍，居民都知道她
那的葡萄好吃。

虽然已小有成就，但吴珍并不满
足。她正在思考怎么走“1+x”发展道
路，立足于葡萄这个“1”，丰富“x”，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助力赤壁全域旅游
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讯
员陈学奇报道: 25日下午，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程良
胜主持召开2018年市委反腐败
协调小组会议。市委反腐败协
调小组成员单位、追逃追赃工作
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市委政法委
有关领导及联络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
做好防逃工作的通知精神和全
省扫黑除恶专项督查工作要求，
通报了我市开展扫黑除恶监督
执纪问责情况，听取了重要涉黑
涉恶案件侦查及“保护伞”查处
情况。

程良胜指出，在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
小组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有
关工作要求，不断健全反腐败协
调机制，使部门之间协作配合日
益完善顺畅，防逃、扫黑除恶工
作取得明显成果。

程良胜强调，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统一思
想，深刻认识防逃及扫黑除恶工
作的重要意义。要在市委统一
领导下，加强通力合作，充分履
行职责，持续推动反腐败和防逃
工作向纵深发展，坚决打赢扫黑
除恶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
员饶红胜报道：26日，我市召开

“建养一体化”107国道咸安绕
城段和咸宁大道西延伸段项目
推进会，副市长汪凡非出席推进
会并讲话。

这标志我市首批交通路网
“建养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我
市成为全省第二个正式启动公
路“建养一体化”项目的市州。

会议强调，要把107国道咸
安绕城段和咸宁大道西延伸段
项目，打造成“品质工程”、“样板
工程”。各建设指挥部要精心组
织有序推进，市直相关部门要鼎
力支持，咸安区政府及沿线各乡
镇村要全力协调，全程服务，保

障项目顺利实施。
据了解，107 国道咸安绕

城段和咸宁大道西延伸段总
投资18.2亿元，由中交第四公
路工程局中标建设，建设期3
年，养护期5年。其中，107国
道咸安绕城段全长36.7公里，
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
设。咸宁大道西延伸段一期工
程长6公里，按双向六车道一级
公路兼顾城市主干路标准建
设。

两条道路建成后，将有效
分流城区过境交通，缓解城区
交通压力，优化区域路网结构
布局，提升我市路网运行效
率。

全市交通路网

“建养一体化”项目启动

本报讯 通讯员贾学胜报
道：20日，市财政局与市广电台
联合举办全员财经法规培训。

培训旨在扭转员工不懂财
会法规、财务人员把关不严等
问题，做到防微杜渐，源头防
范。

据悉，该局创新培训形式，
改变原来财经法规培训只针对
财务人员惯例，在教科文口单位

实施全员财经法规培训。广播
电视台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加
培训，参训人员有100多人，培
训内容为《新形势下的财务管理
和财务监督》，培训结束后进行
了测试。

这一培训方式，受到单位高
度赞扬，员工们纷纷点赞。今
后，该局将在其他单位继续开展
类似培训。

市财政局

举办财经法规培训

市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专题会议要求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