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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水乡风景流金淌银
黄金周七天揽金 5098 万元
诉和安全责任事故发生，实现了
“安全、有
序、优质、高效、文明”的假日旅游工作目
标。
“嘉鱼自然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好，一
到嘉鱼就被这里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自
然风景所吸引。”来自武汉的游客夏先生
说。国庆黄金周，夏先生一家从武汉自驾
到嘉鱼旅游，干净的街道、整洁的村庄、良
好的环境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金周期间，嘉鱼县各旅游景点纷纷
推出特色活动。10 月 1 日，官桥镇白湖
寺村的玉龙岛庄园，迎来了大批城里人。
挖掘机、碰碰船、攀岩等亲子项目满足了
孩子们的好奇心。这边小孩玩得不亦乐
乎，旁边的大人们正在架炉子、生火、切
菜，准备在这青山绿水间来一场美味的烧
烤。国庆长假以来，这座嘉鱼县城旁的小

本报讯 通讯员骆谭明报道：
“ 今年
‘十一’期间，有不少人来旅游，我们商家
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连日来，提起刚过
去的黄金周，嘉鱼县不少商户喜滋滋地告
诉笔者，随着游客大量涌入，生意着实红
火了一把。
“十一”黄金周期间，嘉鱼秋高气爽、
丹桂飘香。据统计，10 月 1 日至 7 日，全
县 共 接 待 游 客 9.28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68%，实现旅游总收入 5098 万元，同
比增长 12.52%。全县无重大旅游质量投

岛，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超过 4000 人次。
随着首届鱼文化乡村旅游节的临近，
该县主要道路上都装上了亮丽夺目的
“二
乔故里·诗经嘉鱼”的主题口号展示牌，营
造出了浓厚的旅游节氛围。
选择就近游的市民也玩得不亦乐
乎。秋高气爽的黄金假期，男女老少皆宜
的烧烤 DIY 最受欢迎。吃吃烧烤、走走
林荫小道、打打水漂、看看远山，那份自
在、惬意足够忘掉生活中的任何烦恼。
在斧头湖畔，不仅可以享受大自然鬼
斧神工勾勒出的美景，还有更多乐趣可以
体验：钓鱼、掰甘蔗、榨甘蔗汁、摘桔子、品
大闸蟹，
项目多得让游客乐不思蜀。
国庆期间，城区的市民们纷纷走出家
门，来到环境清幽的二乔公园、人民公园
等公共场所，呼吸新鲜的空气、感受微风

的轻拂、闻着淡淡的花香、沐浴着深秋的
暖阳。公园里几片红了的叶子、几位旗袍
裹身的女人、头顶着蓝色苍穹，如此简单
随意的组合，就已经美成了一幅画，让人
流连忘返。
节前，县旅游委对旅游相关企业进行
了拉网式安全大检查，消除了隐患，落实
了责任，及时公布了假日值班和投诉电
话，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严格值班、记
录、处理和交班制度，认真接听旅游咨询
和投诉电话，切实维护广大旅游者和旅游
经营者的权益，保证了全县旅游信息畅
通。
同时，该县利用嘉鱼旅游官方微信平
台，发布了国庆安全旅游及文明出行温馨
提示，做到了黄金周期间，景区秩序井然，
无游客投诉，无安全事故。

嘉鱼举办假日夜市招聘会
本报讯 通讯员雷佳报道：9 月 30
日晚，嘉鱼县人社局在文体会展中心举办
2018 年国庆假日企业夜市招聘会，15 家
企业前来
“招兵买马”，提供电工、安全员、
挡车工、普工、文员等就业岗位 671 个。
近年来，该县以产业转型激活发展新
引擎，依托纺织产业基础，引进嘉麟杰、汉
麻生物等一批纺织企业，借金盛兰冶金科
技项目落户契机，配套引进了盈德气体、
嘉通物流等一批上下游企业，为劳动者创

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同时，企业的用
工需求量也随着不断增大。
为解决企业用工缺口，引导劳动者在
家就近就地就业，今年来，县人社局定期、
不定期地深入企业走访调查，统计其用工
需求及工种。同时，抓住大量外出务工人
员春节、国庆长假返乡的契机，提前在新
闻网、电视台、电子显示屏、QQ、微信等
媒体上加大宣传，使返乡人员充分了解家
乡的用工情况、工资待遇标准，从而吸引

他们留在家乡就业。
“举办夜市招聘会，可以让广大求职
者错开白天忙碌的时间，在晚间相对宽松
的时间里，来挑选适合的工作岗位。同
时，外出务工者，许多人这两天都已经到
家了，晚上出来散步时，正好可以来招聘
会现场了解情况”，县公共人才局有关负
责人说，供需一对接，许多返乡人员也可
以获得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还是在家附近工作好，背井离乡的

滋味难得受。”今年 40 岁出头的务工人员
王英 2000 年初便离家去了广州打工，一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其间回家的次数屈指
可数。
“出去打工这么多年，儿子与我之间
都有了隔阂”说到这，
王英不禁有些伤感。
据统计，今年元月至今，该县通过搭
建“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
“ 民营企业招
聘周”、
“ 夜市招聘活动”等各种人才供需
平台，共引导了 1600 余名返乡人员在家
就近就业。

嘉鱼在县民政局安置办设立窗口

方便退役军人党员安“新家”
本报讯 通讯员骆晓丽、孙金龙报道：
“请问您是党员
吗？”10 月 9 日，在嘉鱼县民政局安置办的窗口工作人员杨
文兵，
主动询问前来办理户口迁回原籍的退役军人陈康。
“是的，我是中共党员。”陈康自豪地回答。
“ 那您可以
直接在我们这里办理党组织关系转接。”十几分钟的功夫，
陈康就办理好了落户证明和党组织关系转接。
为了让退役军人党员“少跑一趟”，安好“新家”及时过
上组织生活，9 月以来，嘉鱼县委组织部在该县民政局安置
办，设立退役军人党员党组织关系转接窗口，派一名组工
业务骨干专门负责退伍军人党组织关系接转工作。
“原来退役军人党员要先到民政局报到，转好行政关
系、办好落户，再到县委组织部去办理党组织关系转接，现
在可以一次办好，有利于退役军人党员们更快更好地融入
新的党支部。
”该县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殷伟说。
截至目前，该窗口已为 121 名退役军人党员办理了党
组织关系转接，
获得了退役军人党员们的好评。

陆溪镇建设法治公园

让群众与法治同行
本报讯 通讯员葛琦报道：
“ 这里是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平常带孩子过来就会教他读上面的字，孩子在不知不
觉中还能学习法律知识，真是寓教于乐！”日前，陆溪镇藕
塘村村民李大爷称赞的这个集休闲、健身、学习为一体的
“好去处”
，正是该村的农民法治文化公园。
目前，这个村级文化法治公园已雏形初现，法治长廊、
文化阵地、健身器材、球场球台等一应俱全。建成后,将成
为当地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让群众在休闲健身中自然
接受法治文化的熏陶。
近年来，陆溪镇通过“文化搭台、法制唱戏”，使法制宣
传从过去的说教式、灌输式、被动式向文化熏陶、感性共
鸣、理性思考、自觉接受的形式转化，借文化的载体和形式
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法制宣传新天地。
“茶余饭后走进公园，除了能锻炼身体，还能了解法治
教育知识。这样的生活挺好。
”该村村民说。

新街镇清理水葫芦

积极改善水生态
本报讯 通讯员杨远思报道：为有效治理水生植物对
水域造成的危害，保护良好的水生态。9 月 29 日，新街镇
幸福河武团路段，
打碎机正在清理水面的水葫芦。
据悉，在适宜的生长温度下，水葫芦蔓延十分迅速，放
眼望去，整个河道被密密麻麻的“绿色”给覆盖，给河道水
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为彻底将水葫芦打捞干净，恢复河道生态平衡，该镇
采取分河段打捞，统一清运的方式进行打捞清理行动，用
人工拔、鱼勺网、耙兜捞等多种形式进行再次清理，确保打
捞彻底，清理到位。对打捞上来的水葫芦，工作人员妥善
处理，
避免再次流入河道及水域，发生二次污染。
下一步，新街镇将全面落实好河道长效保洁管理工
作，对水葫芦、垃圾等的打捞不留死角，为实现“水清、河
畅、岸绿、景美”
的目标而不断努力。

螃蟹丰收了
9 月 29 日，湖北斧头湖畔生态农业园
的螃蟹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该园董事长陈高峰介绍，今年他们
首次使用从江苏运来的冰鱼喂蟹，尽管
成本高，但螃蟹品质更好。预计今年亩
产 230 斤，500 亩养殖水面，
总产 12 万斤。
湖北斧头湖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
营项目包括餐饮娱乐区、垂钓健身区、田
园果蔬区、度假休养区、特种养殖区。藕
带、龙虾、螃蟹、鲜鱼等直销武汉，去年接
待游客 3 万多人。 通讯员 雷平 摄

高铁岭镇加大宣传力度

严禁秸秆焚烧

留守儿童不缺爱
“妈妈，我在家里挺好的，很多叔叔
阿姨对我很关心，不用担心我，你也要照
顾好自己!”这则亲情通话来自鱼岳镇的
留守儿童圆圆。
“我镇共有留守儿童 328 人，为让外
出务工家长放心，留守儿童安心，我镇多
措夯实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根
基。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镇建立详细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
信息台账，定时进行基础信息台账更新，
及时掌握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信息，实
行动态管理，并落实了结对帮扶，签订了

杜春
留守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
同时，镇民政办充分发挥牵头作用，
与相关部门、各村(社区)协作配合，定期
进行督促走访，及时对农村留守儿童的
安全处境、监护情况、身心健康状况等进
行调查了解，精准施策，对符合政策规定
且确需帮助的，
及时纳入救助保障范围。
该镇还将创业优惠政策宣传到村、
到户，鼓励和引导外出务工人员，通过返
乡养殖、合作开农家乐等途径，从源头上
解决留守儿童的“留守”问题，实现发展
经济和照顾家庭的共赢。

通讯员
近日，细心的村民会发现，在陆溪镇
官洲村，每到夜晚，村里都会有一支带着
红袖章、电棍和手电筒的巡逻队，不停地
在村庄里穿梭，
守护着村民的安宁。
“你是哪里人，为什么在这里流浪？”
近日，官洲村巡逻队在巡逻过程中，发现
一名流浪人员。得知这名流浪汉已经几
天没有吃饭，巡逻队员知道后立即为其
购买晚饭，并安置在服务大厅过夜。
目前，陆溪镇每个村都成立了义务
巡逻队，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一点，不论严
寒酷暑都会坚持巡逻，一旦发现可疑人

葛琦
员及时上前询问，为村民解除了后顾之
忧，有力促进了全村的治安稳定。
近年来，该镇将各村治安易发地点
纳入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组织村义
务巡逻队员进行定时、定点的巡逻防控，
开展喇叭宣传，特别是加强对背街小巷
和案件高发地区的巡逻防控。同时，加
强入户走访，进一步强化对戒毒、矫正等
重点人群的稳控工作。
据悉，通过重点地区整治及扫黑除
恶相关工作的开展，陆溪镇的治安情况
明显好转。

鱼岳镇开展专项整治

确保节日食药安全

县环卫局狠抓城区扬尘治理
本报讯
通讯员杜承峰报道：9 月
29 日一大早，晨光熹微，县环卫局的冲洗
车就对城区主干道边沟及人行道进行冲
洗作业，洗扫车也在进行主干道路面洗扫
作业，嘉鱼大道、沿湖大道、发展大道等城
区多条主干道路面已被洒水车冲洒一新。
据悉，这是县环卫局根据第二十期咸
宁电视问政——环保领域专场中反映嘉
鱼扬尘治理现状，结合该县环保部门和住
建部门关于扬尘治理的反思和下步整治
措施，认真听取相关专家言近旨远的宝贵
经验，积极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指示精神，快速反应、立行
立改，组织开展持久的“全城大冲洗”工
程，积极应对城区扬尘治理。
该局负责人表示，环卫全体党员干部
会坚持履职尽责、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实
行“定人、定车、定责任、定绩效、定奖罚”，
采取“机械化清扫、冲洗和洒水”联合作业
模式，洒水频数由原来 3 次增加到 4 次，
加大对城区主干道机械化洗扫，利用人工
配合机械，加强对路边沟及人行道的冲
洗，切实做好城区扬尘治理，为全县居民
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9 月 29 日，县整治“两违”指挥部组织城管、公安、鱼岳镇、供电公司等单位 100 余
名执法人员，依法对鱼岳镇十景铺村的 18 处共计 2960 平方米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
除，有力震慑了抱着侥幸心理准备国庆期间大肆违建的违建户。通讯员 熊琦 摄
▲

通讯员

夜巡村庄保平安

本报讯 通讯员郭袁、鲁炼报道：进入 9 月，高铁岭镇
3.2 万亩中稻开始收割，标志着新一阶段“秸秆禁烧”攻坚战
正式打响。
据悉，为做好秸秆禁烧宣传工作，该镇充分利用“农家
夜话”等活动向农民群众宣传“秸秆禁烧”的意义和政策，
通过发放《关于严禁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的通告》、悬挂宣
传横幅、宣传车巡回宣传等，
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良好的生活环境是全镇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而秸
秆禁烧则是打赢蓝天保卫战，净化农村环境的重点之一，
我镇将继续绷紧秸秆禁烧的弦，保证秋收期间不烧一把
火、不冒一缕烟。
”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该镇已悬挂相关横幅 11 条，发放《关于严禁
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的通告》2000 余份，出动宣传车 20 天
次。

本报讯 通讯员杜春报道：为确保中秋、国庆期间食
药品安全，近日，鱼岳镇食药监所对辖区内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单位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此次检查从 9 月 20 日至 10 月 8 日，重点对辖区
内月饼等糕点的加工经营户进行监督抽验，对违法添加非
食用色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其他有毒有害
物质给予立案查处。
同时，加大对熟食卤味、凉菜、海鲜等高风险食品加工
过程和原料进货验收、索证索票、餐具清洗消毒、餐厨废弃
物处理等重点环节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采购、使用病死、毒
死或死因不明的畜禽动物及其制品、劣质食用油、
“ 地沟
油”、不合格调味品、非食用原料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
行为。
该镇还结合节日期间群众生活习惯和用药特点，强化
对城乡结合部、居民聚居区等重点区域的药品经营企业和
个体诊所的监督检查，加大对抗菌药物、特殊药品、含特殊
药品复方制剂、终止妊娠药品、中药材中药饮片等重点品
种销售行为的监管力度，严禁违法销售和使用药品等行为
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