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大村集体经济
13日，崇阳县铜钟乡大岭村，村民

们正在整地种植草莓。
为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

贫困户依托产业脱贫，今年该村投资
20 万余元建设水果采摘园，主要种植
火龙果、草莓、桑葚等水果，预计两年
后就可挂果受益，每年可增加村集体
收入 1 万元以上，吸纳 20 余户贫困户
家门口就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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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21～22日受高空槽东移和冷空气南下影响，有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23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21日：小雨，偏北风2～3级，22～27℃；22日：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19～26℃；23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3级，18～27℃。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18日，
记者从全市旅游节筹备推进会上获
悉，我市将以举办湖北·咸宁第十届国
际温泉文化旅游节为契机，统筹推进

“双十工程”建设，努力通过竣工、开工
一批重点项目，达到以节促建、以节促
变的目的。

金秋时节，我市即将竣工的10大

项目分别是：武深高速北段建设项目、
真奥药业、健翔药业、祥天空气压缩机
和空气能热泵、残疾人康复中心、省航
空护林站建设项目、市中心医院妇儿
中心、长安大道立面整治工程、咸宁美
术馆专项书画院和旅游产业项目等。
其中，旅游产业项目包括5个子项目，
即是：田野国家乡村公园、金色年华养

生谷、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湖北
尚禾（柃蜜小镇）生态农业旅游项目、
松鼠部落森林假日公园。

我市新开工的10大项目分别为：
野马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中兴盛新型石
墨材料及超高石墨电极、威思顿智能科
技项目、落雁湖未来天地、绿地高铁城
际空间站、107国道咸安绕城段新建工

程、官埠大道、大洲湖退田还湖工程、天
润（咸宁）教育产业园和旅游产业项目
等。其中，新开工的旅游产业项目包括
5个子项目，分别是：恋江湖生态文化
旅游项目、赤壁随阳爱情小镇、羊楼洞
文化旅游项目、富水湖综合开发项目、
青山湖景区旅游开发项目等。10大新
开工项目总投资将达585亿元。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报道：
19日，我市在咸宁高新区举办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园区行”暨
融资便利化宣讲活动，搭建银企
交流平台，展示、宣传、推介银行
业金融机构各类融资产品，以缓
解企业融资难题，促进银企互利
合作、共同发展。

针对我市高新技术产业总
量偏小、经济转型还需深化等问
题，为切实增强金融机构支持园
区经济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市直有关部门积极搭建服务平
台，完善合作机制，着力解决银
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多方位支持

小微企业融资，助推小微企业
“升规”发展，提升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质效。

宣讲活动中，有关部门结
合前期对园区企业、重点项目
的存量贷款余额和融资需求进
行摸底调查的基础上，组织各
银行机构就各自特色金融产
品、服务及相关流程等与企业
对接，面对面进行融资便利化
培训辅导，指导企业按照市场
经济要求，加强财务管理，全力
提升企业实力和诚信度，以良
好的信用环境，不断争取金融
机构的支持。

我市举办金融服务“园区行”宣讲活动

助推小微企业“升规”发展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廖彧报道：“真没想到，整
改行动会这么快……”17日，赤壁市车
埠镇居民徐某告诉记者，他反映的问
题经电视问政节目播出后，不仅后续
工程施工明显提速，而且反映的问题
也得到了有效整治。

前不久，赤壁《电视问政》节目曝
光了车埠镇基本农田土地整治项目存
在诸多工程质量问题。节目播出后，

赤壁市纪委监委第一时间对曝光问题
进行督办问责，责令国土部门对问题
进行调查处理并按时整改到位。

“舆论监督的目的是推动问题解
决，并通过举一反三，促进系统治理，
避免‘说了白说、意见白提’。”该市纪
委监委党风室主任熊丰刚说，今年来，
该市通过协调整合各类媒体资源，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充分运用
线上网站、移动端以及线下电视、广播

等媒体资源，打造全媒体监督举报受
理平台，有效拓宽了公众的监督渠道，
使群众的意见和诉求得到及时收集。

“发现问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之
后的整改落实才是重点。”该市纪委监
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确保“问责
问效”落到实处，该市充分发挥舆论监
督的正向作用，盯紧媒体平台曝光问
题，狠抓整改落实。一方面通过制定问
责问效长效机制，督促各责任单位及时

跟进回复、积极主动对接、限期落实办
理，确保媒体平台反映的民生问题“事
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一方面以电视
问政为契机，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对
责任部门和相关人员态度生硬、拖延懈
怠、推诿塞责等问题及时启动问责程
序，确保交办问题按时整改到位。

统计显示，今年来该市已先后举办
电视问政3场，查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
问题12个，立案155件，处分147人。

赤壁电视问政直击履职“痛点”
先后发现问题12个、立案155件、处分147人

本报讯 记者陈婧报道：9
日，赤壁羊楼洞茶业与湖北本宽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在羊
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为湖北
本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商学院
举行挂牌仪式，标志着羊楼洞茶
文化生态产业园创客基地再拓
新渠道、再添新平台、再纳新创
客迈出可喜一步。

羊楼洞茶业经过10多年的
发展，已形成集茶业种植、生产、
加工、销售、科研、茶生态旅游和
茶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现代化茶
产业集团。多年来，该公司始终

专注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行
销，产品获得国内外多项权威专
利认证，畅销全国30多个城市，
远销新加坡、韩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本宽集团全称为湖北本宽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研发生物科技类健康产品的高
科技企业。

羊楼洞茶业抢抓“一带一
路”战略机遇，筑巢引凤，成功招
引优秀生物科技上市企业落户，
将大大促进资源互补，强强联
合。

羊楼洞茶业牵手本宽集团

挂牌成立生物科技商学院

近日，笔者到市内某医院排队挂
号，却在窗口前感受到“一米线”失守
带来的尴尬，不仅排在笔者后面的人
紧贴后背，就连两边也是左右夹攻站
满了“护卫”，“一米线”距离形同虚设。

无独有偶，笔者到一银行窗口办理业
务时，遭遇到的类似“热情”也是有过之无
不及，让笔者在窗口犹豫了半天，就是不
敢点按密码器。

众所周知，在银行、医院、办证中
心等公共服务场所设立“一米线”，其

初衷就是要求后面等候的人员与前面
办事的人员保持一米的距离，以免个
人隐私曝光，这既是维护他人生命财
产安全的需要，也是自身文明素质的
一种体现。

一些不尊重“一米线”文明规则的
现象告诉我们，尽管人们都渴望生活
在一个讲规则、守秩序的文明环境里，
但由于一些人受年龄、地域或阅历的
限制，没有接触也不知道“一米线”为
何物，更不懂得看不见的“一米线”也

应自觉遵守的道理，因此，加大对“一米
线”文明意识的宣传和培育显得尤为重
要。

各有关窗口单位不仅要通过宣传
警示，或者增派巡查人员，让人们认识

“一米线”并自觉遵守一米距离。对于
那些为了“抢时间、占便宜”而故意跨越
一米线的人，还要通过善意的提醒，甚
至是和颜“怒怼”，让其知“耻”而止。

社会呼唤和谐，国民尊崇文明。
“一米线”作为检测文明道德的“标准

线”，既应持守在现实生活里，更要根
植于大家的心目中。只要我们人人从
自己做起，个个从“小事”守护，一个讲
文明懂礼貌的良好社会风尚才会蔚然
形成，中华民族的文明礼仪才会发扬
光大。

“一米线”是文明线
○ 柯常智

本报讯 记者吴青朋、通讯
员王丰风报道：16日，记者从市
商务局获悉，该局即日起将在全
市展开对各类典当、非典当经营
性组织和机构违法从事典当业
务的专项整治行动，确保典当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重
点打击各类非典当经营性组织
和机构未经批准许可擅自从事
典当业务的行为；非典当经营
性组织和机构无照无证、证照
不全、证照不符或超范围经营
典当业务的行为；各类寄售行
（寄卖行）、二手车市场、金银首
饰店铺等非典当经营性组织和

机构，违法发布的典当业务公
告、广告、信息，或悬挂“典”、

“当”字招牌招揽顾客和其他方
式非法经营典当业务的违法违
规行为；以及各典当企业非法
集资、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
存款、发放信用贷款等违法违
规行为。

市商务局要求，凡非法从事
典当业务的经营者自即日起停
止一切违法活动。否则，将依法
强制拆除，并将非法经营情况记
入信用记录，纳入失信黑名单，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由相关部门
实施联合惩诫，给予从严从重处
罚。

我市启动专项整治行动

打击非法典当经营行为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见习
记者吴文谨、通讯员刘志杰报
道：19日，全市改革系统干部业
务培训班正式开班。各县（市、
区）分管改革工作有关负责人、
改革联络员和市直改革考评单
位有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提升全市改
革系统干部理论水平、业务能
力，促进我市各项改革工作向纵
深推进，确保全市基础性、关键

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了解，为期3天的培训，

将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
讲话精神，并通过发掘培育改革
经验和亮点，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解读我市改革考评办法等，
为更好地服务我市改革发展大
局提供政策理论支持。

培训期间，部分县市区、市
直单位将交流改革经验。

我市改革系统干部接受培训

纵深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9月 18日，在通山县城发生了感
人的一幕——一名老年妇女突然倒地
不起，被正好路过的通山县红十字会
志愿者熊金叶看到。她二话没说，立
即现场施救，将这位老年人从“鬼门
关”里拉了回来。

当日下午5点多，天空下着瓢泼大
雨，熊金叶带着雨伞，去学校接孩子。
刚走到校门口就看到前面挤满了人。
她拨开人群往里挤，只见操场边上围

着一圈人，再往里看，一个穿着彩花棉
绸衣服、体形偏胖的60岁的妇女，仰躺
在雨水中，牙关和眼睛紧闭，旁边立着
的一名女子正举着一把伞帮她遮挡雨
水。

“大嫂，快醒醒！”熊金叶见状，毫
不犹豫地蹲下身来，轻拍这位老年妇
女的肩头，一边拍打一边叫喊，同时询
问身边围观的群众：“打120了吗？”

“打了！”旁边一女子回答。

熊金叶开始掐晕倒者的人中，没
有反应，她随即给这位老人做心肺复
苏。几分钟后，老人咧了咧嘴醒来了，
熊金叶终于松了一口气，迅速指挥旁边
几位男士帮忙把醒来的老人抬到走廊
的干爽处。随后赶来的120救护车，立
即将这位老年妇女送到县人民医院救
治。

“我当时只是觉得自己刚刚参加
过市红十字会组织的‘救在身边’救护

培训班，懂得一点急救知识。”事后，当
得知老人的儿子到处打听这位救他妈
妈的恩人时，熊金叶只是淡淡一笑，当
时情况紧急，自己只是做了自己应该
做的事。

据知情者透露，熊金叶是通山县
镇南中学一位语文教师，今年8月才加
入县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参加救护
师资格培训后，就到省红十字会驻该
县扶贫点为村民讲解救护知识。

大雨中，一位老人突然倒地不起，一名红十字会志
愿者毫不犹豫地蹲下身来热心相助——

通山街头，上演救人接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会文 通讯员 倪霞 史洁琼

以节促建 以节促变

我市扎实推进“双十工程”建设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
员鄢孝丽报道：20日，我市“黄
鹤楼酒·陈香杯”第三届市直机
关职工运动会趣味体育比赛在
市体育中心拉开帷幕。副市长
刘复兴出席开幕式。

本届市直机关职工运动会
先期已进行了排球、羽毛球、乒
乓球等8个项目的比赛。

作为本届市直机关职工运
动会的重要比赛项目之一，趣味
体育比赛迎来了来自市直的近
100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逾
1500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协同
共进、花样跳绳、拔河等集体项

目，及摸石头过河、袋鼠跳、绕杆
跑、掷垒球男女个人项目比赛。

趣味体育比赛项目集趣味
性、娱乐性、协作性、竞技性于一
体，是丰富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文
体生活、推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
是对市直单位精神文明风貌的
一次集中检阅。

市直机关职工运动会每两
年举办一届。自2014年第一届
市直机关职工运动会举办以来，
有效激发了市直单位广大职工
参与体育运动的激情，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第三届市直机关职工运动会

趣味体育比赛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