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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农业局

各县（市、区）农业（农机、畜牧、水
产、特产、农村能源、经管）局（办）：

经过专家评选，共选出十名选
手（排名不分先后）进入决赛，最终
将取决赛综合成绩前八名参加
2018年湖北省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资助项目暨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
赛。特此将初选名单（见附件）进
行公示。

公示时间：2018年7月24日
至2018年7月28日。公示期间，
广大干部群众可以通过信函、电
话、短信和网络举报等方式向市农
业局科教科反映公示对象不符合
大赛要求的问题，反映情况要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提倡实名举报，
以便调查核实。

来信请寄：咸宁市农业局科教
科

邮政编码：437000
举报电话：0715-8056255
短信举报号码：18727857437
附件：咸宁市第一届“绿色田

野杯”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创新项目
创意大赛初选名单

咸宁市农业局
2018年7月20日

咸宁市第一届“绿色田野杯”
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初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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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文波，咸安人。2013
年建立粮油绿色生产基地，
2017年经营规模达到1735
亩，实现产值 300多万元。

被评为2017年全市十佳种
粮大户和咸安区农业专业
示范大户。生产无公害稻
谷、油菜、红薯、茶叶等。加
工销售的“汀泗八月籼”牌
再生稻米、菜籽油、红薯粉、
茶叶等产品。

2018 年开发生产米、
油、粉、茶等4类绿色产品综
合大礼包，后续计划建成加
工包装基地，打响“汀泗八月
籼”品牌，力争年经营额200
万元以上。

罗望秀，2016年被评选
为巾帼脱贫致富之星，现任
嘉鱼县望凯生态养殖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合作社成

立于 2014 年，主营黑土猪、
种畜禽及其他养殖业务，集
养殖、技术及信息咨询、销
售于一体。以“做健康产
品、创良心合作社”为核心
价值，一切以健康、安全、快
捷为中心。

目前合作社已流转荒山
荒地150亩，建有标准猪舍、
厂区道路、粪污处理等基础设
施，年存栏黑土猪种母猪70
头，年出栏育肥猪2100头，年
营业额546万元。

廖宗明，现为通城县沙
堆镇恒鑫农机维修中心负责
人。农机维修中心面积约
360平米，有车、铣、刨、钻、

焊等大小维修加工机械30
余套，服务车 2 台，员工 6
人，为通城农机用户，农机专
业服务组织及茶厂提供农机
维修和机械设计制造服务。
年维修农机具300多台，成
功研制了茶园中型开沟机，
中型除草机，高效乘坐式叶
面施肥机，液体深施肥机，多
功能深松深施肥机，全自动
茶叶摊青机等助推农业绿色
发展的机械。年产值50多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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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雄，咸宁市乡村旅
游协会和嘉鱼蔬菜产业协会
副会长，嘉鱼县农业生产资
料协会会长，嘉鱼县富德蔬

菜合作社理事长。创建于
2010 年，注册资金 550 万
元，被国家九部委评为“国家
级示范社”，被省农业厅省旅
游委员会评为“湖北省休闲
农业示范点”，市级龙头企
业。

现有绿色蔬菜生产基地
1万余亩，三千亩现代农业
园，被咸宁市政府指定为菜
篮子工程，直营店12个，合
作社注册有“家余富德”商
标；“家余富德”商标为咸宁
知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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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煌文，现任崇阳县金
土园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从事中药材白
芨、黄精种植，现有白芨种

植面积800亩、黄精种植面
积300亩，建设白芨育苗大
棚32个，年创收入600多万
元。由于白芨、黄精一年种
植，可多年收益，栽植2至3
年后，连年可产鲜品和种
苗，目前已带动周边农户
200 多户，其中贫困户 51
户。

通过推广栽培技术和扩
展销售渠道，中药材白芨、黄
精种植已成为当地农村脱贫
攻坚和农民发家致富的支柱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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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良蕴，现为赤壁市
凤博孔雀养殖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咸宁市强农现代
农业产业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副理事长,市三八红旗
手。2012年成立赤壁市凤
博孔雀养殖专业合作社，
现为“咸宁市级示范合作
社”、“咸宁市重点龙头企
业”，是集孔雀养殖与销
售、产品研发、孔雀庄园、
乡村旅游、餐饮住宿、会议
培训、青少年农业科普示
范基地于一体的综合型合
作社。

孔雀羽毛工艺品在“第
四届中国有机农产品展销
会”上荣获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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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胜，2009年在湖北
华中农业大学食用菌研究所
学习，2013年成立通山县
胜群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任

理事长。
通山县胜群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是以蔬菜和食用菌为
主的生产和休闲观光采摘一
体的园区，以休闲观光采摘
为主，占地面积200余亩，现
有标准大棚60个蔬菜年产
630吨，食用菌10万筒，创
建了农产品安全县定点监测
的蔬菜基地，实现从零突破
到年产值480万。2017年
被评为“市级家庭农场”。

金辉，现任通城县卡非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咸宁市强农现代农业产业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通

城卡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成立，公司主要经营
水果制品及紫苏辣椒酱等果
蔬制品，旗下有“黄袍农夫”、

“生自然 LiveNature”等品
牌。

企业先后荣获县“返乡
创业示范企业”、“一二三产
业融合示范企业”、“全市十
佳新型农业主体”、“咸宁市
千亿农产品贡献奖”、“湖北
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等称号。

寇本生，现任赤壁市蔬
菜协会副会长，赤壁市种植
养殖技术协会副会长，赤壁
市工商联执委，赤壁市星火

种植专业合作社监事长，赤
壁市智慧共享互联网财务服
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北领
农种植养殖合作社联合社理
事长。星火种植合作社主要
从事食用菌种植，种植面积
达200余亩，国家认证的无
公害产区50亩，年产值达
300万元，生产研发的产品
获得第五届中国有机农产品
金奖，企业获咸宁市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咸宁市
市级示范社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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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佑文，2009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2014年返乡创业，创办“泗泉
茗”茶叶品牌和咸宁首家民俗茶文化生
活馆—泗泉茗·茶生活，现任将军山茶叶
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2016年创办了咸宁首家民俗茶文
化生活馆，同时依托于将军山茶叶合作
社的茶园优美风光，创建了《茶乡之旅》
茶文化体验营，提供茶园观光、茶叶采
摘、户外品茗、茶家乐、茶艺表演与学习、
手工制茶的完整茶乡体验，开辟咸宁茶
乡观光休闲之旅。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7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应邀出席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
发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
展》的重要讲话，强调金砖国家要顺应历
史大势，坚持合作共赢、创新引领、包容
普惠、多边主义，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抵达杉藤国际会议中心时，
受到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热情迎接，两国
元首一同步入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金砖机制的诞生和发展，
是世界经济变迁和国际格局演变的产物。
在第一个10年里，金砖合作乘势而起，为
世界经济企稳复苏并重回增长之路作出了
突出贡献。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而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
战。我们要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
中运筹金砖合作，在世界发展和金砖国家
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谋求自身发展，
在第二个“金色十年”里实现新的飞跃。

习近平强调，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

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
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
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我期待着同
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推动金砖合作从
约翰内斯堡再出发，把握发展机遇，合力
克服挑战，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一，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
济。金砖国家要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引
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要帮助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有效参与国际产业分工，
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

第二，坚持创新引领，把握发展机
遇。金砖国家要加大创新投入，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全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深化
国际创新交流合作，让科技进步惠及更
多国家和人民。

第三，坚持包容普惠，造福各国人民。
金砖国家要立足自身国情，将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同本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经济、社会、环境发
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要积极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加强对
非合作，支持非洲发展，努力把金砖国家
同非洲合作打造成南南合作的样板。

第四，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
理。金砖国家要敦促各方切实遵守共同
制定的国际规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
等。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安全观，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
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40年来，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
历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
要贡献。我们将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努
力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
展创造更大机遇。我们将继续敞开大门
搞建设，继续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
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
继续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各国
经济社会发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开辟新空间。
习近平指出，中国是非洲国家天然

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非合作是
南南合作的典范。今年9月，中方将和非
洲国家共同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规划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上实现中
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经济合作是金砖合作
最重要、成果最丰富的领域。工商界是金
砖经济合作的主力军、生力军。在开创第
二个“金色十年”过程中，工商界大有可
为。希望各位企业家朋友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勇于改革创新，兼顾经济和社会效
益，促进五国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金砖合作的历程，
正是五国携手勇攀高峰、不断超越的历
程。只要金砖国家携手同心，就能不断
攀越险峰峭壁，登顶新的高峰、到达新的
高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多哥总统福雷、南非副总统马布扎、

金砖国家工商部长及工商界人士共约
1200人出席。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推动金砖合作再出发
实现金砖国家共同发展

（上接第一版）

坚持重点导向，招商力度不减

20日，在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
项目建设工作会议上，晒出上半年我市
产业招商成绩单，成效斐然——

在食品饮料方面，引进投资3亿元的
XS运动饮料生产、年销售15亿元的华彬
快消品等项目；

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方面，引进投
资21亿元的野马汽车咸宁新能源汽车生
产、投资10亿元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及
职能家用电器生产基地等项目；

在医药健康产业方面，引进了投资
10亿元的厚福共享陪护椅运营项目；

在文旅康产业方面，绿地梓湾、云南
城投落雁湖未来城等重大项目落户。

值得一提的是，为推进产业招商精

准化，扩大成效，我市正在完善“一个主
导产业，一名市领导，一个工作专班，一
支产业基金，一套产业政策”的“五个一”
产业招商工作机制。

多场大型招商推介活动在广州、深
圳、北京、上海、天津、台州和咸宁陆续上
演，吸引了众多外商关注的目光。

组团赴海南、天津、苏州参加各地咸
宁商会活动，赴北京参加外交部湖北全
球推介会活动，结识了一批新企业客商，
扑捉了一批新项目信息。

围绕重点产业，我市立足产业延链补
链，梳理全国特色产业园、行业龙头企业
布局，瞄准重点地域和企业重点联系人，
形成我市产业招商的路径图和通讯库。

咸宁高新区、各县(市、区)围绕本地
主导产业，瞄准产业链薄弱环节引进重
大项目，做大做强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

坚持质量导向，招商质效不减

7月22日，第四届“一带一路”园区
建设国际合作峰会暨第十五届中国企业
发展论坛营商环境峰会上，我市获“中国
区域十佳投资营商环境城市”殊荣。

获省政府批准，我市成为工业项目
“先建后验”试点，企业只要先交土地出
让保证金，就可先开工再同步办理相关
审批手续，工业企业从提出“零审批”申
请，到批准施工，最快只要17天。

我市建立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联合
推进工作机制，云南城投落雁湖·公园城、
康美健康小镇和合作办医等重大项目均
成立了由市委常委任指挥长，牵头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任副指挥长，其他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为成员的项目建设指挥部。

我市搭建了“投资者服务”平台，通

过多元化的渠道深入了解已落户企业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协调相关单
位部门为企业做好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确保落户企业“留得住、发展好”。

专业人做专业事。我市科学制定对招商
干部的业务培训计划，从咸宁市情、招商引资
政策、产业发展、公务礼仪等方面对招商人员
进行系统培训，着力打造专业型招商队伍。

对待企业讲诚心、诚信、诚实，对签
订的合同、承诺的事项，坚决兑现，说到
做到；主动亲近企业家，全力当好“保姆”
搞好服务，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让各位
企业家在咸宁放心投资、安心创业。

“咸宁地理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
管理体制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让我们对富
水湖项目的顺利开展坚定了信心。”前不久
的招商推介活动上，中林森旅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屈作新畅谈投资体会时如是说。

美欧

同意通过谈判缓解贸易摩擦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26日电 美国和欧盟近日同意

通过谈判降低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同意暂停加征
新关税。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到访的欧盟委员会主
席容克就双边经贸议题展开会谈，并在会谈结束后召开联
合记者会。

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美欧同意朝着取消非汽车类工
业品所有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补贴的目标共同努力，并将
在服务、化学、制药、医疗产品和大豆等领域减少壁垒并扩
大贸易。

容克在记者会上表示，只要欧美双方继续谈判，双方
就将暂停对对方商品加征新关税，同时将重新评估已经开
征的钢铝关税。

叙利亚

南部苏韦达省多地遭袭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26日电 据叙利亚媒体近日

报道，叙南部苏韦达省多地当天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袭
击，死亡人数已升至215人，另有180人受伤。

叙利亚媒体“沙姆调频”援引苏韦达省卫生部门官员
的话报道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天在该省苏韦达市和
多个村庄发动的恐怖袭击已造成215人死亡、180人受伤，
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有目击者对新华社记者说，武装分子当天清晨在苏韦
达市一个人员密集的市场引爆炸弹，造成多人死伤。

另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上述事
发市场引爆炸弹造成人员伤亡，另有2名试图在该地引爆
炸弹的武装分子被警方打死。

以色列

拦截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弹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26日电 以色列国防军26日

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用“铁穹”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从加
沙地带向以色列方向发射的火箭弹。

声明说，从25日夜间到26日清晨，加沙地带共向以色
列方向发射9枚火箭弹，大多数火箭弹落在加沙以色列边
境隔离带附近的开阔地。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26日5时30分左右，以色列埃什
科尔地区响起防空警报，该地区以色列居民进入防空洞躲避。

自3月30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边境地区开始举
行“回归大游行”以来，巴以双方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
地区冲突不断，局势持续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