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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预计12～13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好；14日受中低层切变线影响。具体预报如下：12日：晴天，偏东风1～2级，11～24℃;13日：晴天到多云，偏东风1～2级，12～24℃;14日：阴天，局部小雨，偏北风1～2级，14～20℃。相对湿度：30～70%。

绿化村庄
9月27日，崇阳县天城镇茅井村村

民在进行村庄绿化。
为加快茅井村发展，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当地千方百计筹措资金300万
元开展村庄绿化活动，先后建设樱花、
桂花绿化基地 400 多亩，种植红叶石
楠、紫薇、广玉兰等绿化苗木2万株，极
大美化了乡村环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
张升明、潘艳报道：9日，从赤壁
市联合运输总公司传来喜讯，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
的《全国第二十六批A级物流
企业名单》中，该公司榜上有名，
成功获评“国家 AAA 物流企
业”。

赤壁市联合运输总公司是
一家集装卸运输、仓储于一体
的综合运输型物流企业，业务
辐射鄂南地区周边县市。近年
来，该公司牢固树立“安全生产

第一”理念，引入先进管理经
验，不断扩大运输规模，不仅获
得国家道路运输质量认证，还
在强化机械设备设施的同时，
积极修建大型停车场、加油站、
修理车间，并对每台营运车辆
安装GPS，全方位保障车辆运
行安全。

该公司不断优化仓储配置，
在货物储存及运输方面表现出
强大的竞争力，运输吞吐量连续
多年雄踞咸宁市首位，被评为

“湖北省重点物流企业”。

赤壁联运公司

获评国家AAA级物流企业

“八月炸”，是一种常绿木质藤本植
物，果肉较香蕉细嫩、比蜂蜜甘甜，可滋
心养肺、美容养颜，因其在八月份成熟
时果壳开裂、果瓤敞露而得名。

5日，记者来到赤壁市中伙铺镇南
山村107国道与华新路交叉口不远处
的“八月炸”水果种植基地，只见一个个
成熟的果实外壳竖向炸开，露出乳白色
的果肉，吸引不少游人前来采摘。

基地占地约70亩，属于赤壁市艾
芪果木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
由南山村一组70后返乡农民艾建州今
年8月8日注册成立。

艾建州17 岁外出务工，曾从事厨
师12 年，婚后和妻子在家乡一起种过
树，做过养殖。2007 年，他再次外出开
大货车，一干就是7 年，逐渐积累了
一定的资金。2014年，他决定返乡创
业，想要引进项目改变多处土地撂荒的
状况。

一次随朋友一起到湖南游玩，一个
“八月炸”种植基地引起了艾建州的兴
趣：场地结满了果实，清香四溢，似乎正
向他“敞开怀抱”。“摘一个一吃，正是儿
时的那种味道。”他这才知道原来这个

“八月炸”也可以进行大面积野生移栽

培育。他觉得如今人们喜欢原生态野
味水果，这正是一个不错的商机。

返家后，艾建州立即广泛涉猎“八
月炸”种植有关知识，多处拜师学艺，钻
研培育技术，经过多次挫折和反复试
验，终于选育、驯化出适合家乡土壤、水
质、气候生长的“八月炸”改良果。

2015 年开始，他在镇党委、政府和
村“两委”的积极支持下，从附近农户手
中累计流转100亩土地，其中70亩用
来种植“八月炸”。

为了保证培育成果顺利开花结果，
从翻地沟渠到灌溉施肥，从人工除草到

上架修剪，艾建州夫妇从不假手他人，
全程亲力亲为。经过三年努力，累计投
入100多万元，今年70 亩“八月炸”改
良果迎来丰收。望着满架硕果，艾建州
夫妇笑了。

据悉，今年“八月炸”水果种植基地
产量预计在3万斤以上。以目前采摘
价每斤20元粗略计算，若进入盛果期，
全年营收可达150万元。

“八月炸”引客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通讯员 刘亚琴 李攀龙

近来，“闲适”与“佛系”频频
被党员干部提及和谈论。

诚然，面对一些生活压力和
日常琐事，偶尔“闲适”、“佛系”
一下，与世无争，一笑而泯，不失
为一种自我减压、释放心灵的一
种方式。

但是，如果党员干部在工作
上也“闲适”“佛系”起来，面对损
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无动于衷，面
对违法乱纪行为沉默不语，面对
上级决策部署消极应对。试问：
忠诚何在？初心何在？担当又
何在？

很显然，在党员干部中由
“闲适”和“佛系”衍生而来的“闲
适文化”与“佛系干部”，说到底
就是不担当、不作为，是典型的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这
些表现，其本质上就是庸政、懒
政、怠政，是一种新的腐败，具有
隐蔽性、欺骗性和腐蚀性，其危
害不容小觑。长此以往，就是对

国家资源的严重浪费，就是对党
和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害，就是对
咸宁改革发展历史机遇的重大
贻误。

对于个人而言，必须大力弘
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
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的襟怀和境界，出实招、干实事、
求实效，努力在新时代干出一番
新事业。对于组织而言，要鼓励
实干和改革创新，着力解决“不
敢为”问题，让想干事、能干事、
干成事的官员脱颖而出，加快成
长。同时，要坚决摒弃“一廉遮
百丑”的思想，加大追责问责力
度，加快形成有为者有位、不为
者挪位、乱为者丢位的干事创业
氛围，真正让党员干部中的“闲
适文化”无处遁形，让“佛系干
部”没有一席之地。

“闲适文化”与“佛系干部”可休矣
○尹峰

本报讯 通讯员陈琳报道：“南嘉
大地清风拂面，宣纸落墨廉声入耳。我
县‘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廉政主题征文
活动共收到各类征文178篇，从中评出
获奖作品若干。今天，将征文入围作品
编入《南嘉文苑》专刊，这对于加强我县
廉政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
业的浓厚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嘉鱼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宣
传部、县文联主办，县作家协会承办的
廉政主题征文比赛结出硕果，为全县党

员干部献上一道美味的廉政“大餐”，该
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
张华志在专刊卷首语中如此写道。

此次专刊共收录了67篇优秀的廉
政征文，既有小说、散文和诗歌，又有感
悟心得、评论和书画作品，饱含着作者
对廉政文化的独特理解，更是广大党员
干部、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
建设共同的诠释、表白和期望。

据悉，此期《南嘉文苑》共出版500
本，主要向刊发作品的作者以及全县纪

检监察干部发放，以期扩大廉政文化建
设的传播力和吸引力，让广大读者在参
与中接受教育、在参与中陶冶情操、在
参与中砥砺名节、在参与中磨炼意志。

自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监察法规
宣传教育“十进十建”活动开展以来，该
县坚持“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扎实
开展各类廉政文艺活动，县纪委监委协
调各方力量，通过书画写廉、格言警句
劝廉、公益广告促廉、文艺作品赞廉、专
项调研创廉、文艺下乡送廉等活动，深

入开展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村
庄、进医院等廉政教育活动，寓教于理、
寓教于文、寓教于乐，以无声的教育触
发深刻的内心体悟，让廉洁理念深入人
心，形成崇廉尚洁的良好风气，有效地
促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遵纪守法，廉
洁从政，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嘉鱼：以文化人倡清气

聚焦十进十建

本报讯 记者刘丁维报道：
11日，由咸宁市社会组织管理
局主办，市精益职业技术学校承
办的咸宁市社会组织负责人培
训班开班，全市共120多家社会
组织负责人参与了为期2天的
学习培训。

本次培训围绕社会组织的
工作实际，注重“实用、实务、实
操”，通过专家讲授、案例分析、
互动交流等方式，将党规党纪
和监察法宣传教育、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工作注意事项、新时
代社会组织发展要求、社会组

织财务制度、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对
社会组织的规范化运作和服务
能力提升具有实际指导促进作
用。

据悉，近年来我市社会组织
发展快速，数量逐年增加，截至
目前，全市共有社会组织 286
家。此次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
适应全市社会组织发展需要，通
过专题培训，指导和监督社会组
织在推动咸宁市经济建设、促进
社会事业发展、维护社会安全稳
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市举办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报道：
昨日上午，市委常委、咸宁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杨良锋赴咸安横
沟桥镇带案下访，与市委年初确
定的信访包保对象施兰英、周大
明见面，现场了解有关情况，稳
妥解决有关合理诉求。

在横沟桥镇综治办信访接
待室，杨良锋与信访对象面对面
交流，认真倾听其信访诉求和愿
望，细致分析研究问题症结所
在。随行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也
耐心地为其讲解国家的政策、法
律法规，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正
确途径和方法。

在认真听取信访对象的诉

求和愿望后，杨良锋要求相关
部门要依法依规办理其反映
的信访问题，按政策认真办理
解决信访人员困难。希望信
访对象要准确理解国家政策
法规，正确合理表达诉求，依
法依规反映问题，共同把问题
解决好。

杨良锋指出，相关部门要切
实增强做好信访工作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依法合规抓细抓实抓
好信访工作，认真了解信访人员
的信访需求，全力解决合理诉
求，对不合理的诉求要做好思想
教育引导工作。

市领导赴咸安横沟桥镇

“带案下访”化解信访积案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昨
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
胜带领市委办公室全体干部职
工赴通山县南林桥镇石门村，走
访慰问贫困户，吃连心饭、叙干
群情、商发展计。

“鸡养得怎么样？还有哪些
困难？”在贫困户阮俊军的养鸡
棚建设工地，张方胜详细询问建
设成本、养殖规模和销路等情
况，鼓励他树立信心，多学习外
地养殖好经验好做法，继续用辛
勤的双手脱贫致富，过上更加美
好的生活。

“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有这
样的好政策，我干劲很足！”阮俊

军满怀信心地说。张方胜还叮
嘱镇村干部要经常走访，及时调
整精准帮扶计划，要加强宣传，
充分发挥产业项目帮扶带动作
用，增强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
持续稳定增强贫困户收入。

活动中，市委办全体干部职
工还参观了楚王红色教育基地、
文化礼堂、孔雀养殖场、村史馆
和爱心超市，感受石门村特有的
山水景致和历史文化氛围，也见
证了石门村脱贫攻坚、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的工作成果。漫步其
间，干净整洁的美丽村湾、方兴
未艾的绿色产业，石门村的巨大
变化让大家流连忘返。

市领导赴通山石门村

走访慰问贫困户

单位组织职工集资建房、团购
房，原来想为职工做好事谋福利，却
因各种原因，5年甚至10年交不了
房，好事变成了伤心事。

更让人着急的是，拖了近10年的
问题，目前还拿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新闻背景】
“2008年单位组织职工集资建

房，如今10年了，房子还没有建好交
付”。日前，通山居民阮女士致电本
报《党报问政》热线。

阮女士称，2008年，自己供职的
单位——县扶贫办集资购买了一块
地建职工住宅，自己订了一套面积
165平米的房。

2011年开始，她先后交过两次房
款，总计58000元。“还有好多同事交了
上十万元，房子也没到手。”阮女士说。

无独有偶，通山居民徐女士同样
遭遇单位集资建房5年不交房的情况。

徐女士说，自己在通山县人民医
院工作，2013年医院在新大楼的对
面，以职工集资的形式购地建职工住
宅，考虑到上下班方便，徐女士就购
买了一套新房。

“2013年起，我先后三次缴纳房
款共15万元。去年年前，承诺说一次
交完尾款就可以拿钥匙，我又交了11
万元。”徐女士说，又一年快过去了，
还没拿到新房的钥匙。

“我们为了上班方便，不得不在外
租房，已经3年了。我母亲生前是医院
退休职工，也购买了一套房，如今老人
家已经过世，也没有圆了新房梦。”

【记者调查】
10月10日，记者实地查看县扶

贫办职工住宅楼。
只见两栋住宅

楼立面装饰已经建
成，大楼内部没有装
修，没有安装电梯，
小区道路、绿化等工
程还未建设。

工地空无一人，
一个活动板房挂有

“湖北泓瑞达置业有
限公司建设指挥部”

“通山三村建筑有限
公司瑞达小区项目
部”的牌子。周边的

居民称，这两栋房子已经停工好一阵
子了。

记者看到阮女士保留的两张缴
费收据。一张时间为2011年 8月1
日，一张为2016年11月30日。两张
收据上分别盖有“通山县移民培训中
心”、“通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
室工会”的印章。

阮女士没有提供购房合同，她
称，当时草签了一份购房合同，开发
商并没有交给他们。

在通山县人民医院的职工住宅
楼，记者看到大楼已经基本完工。徐
女士说，最近一次院领导的解释是，
房子的人防工程有问题，还更改了规
划设计，因此无法通过验收。“今年承
诺8月20日前交1、2号楼的，结果还
是没交。”

【部门回应】
单位集资建房、团购住宅为何迟

迟不能交房？在协调处理过程中，单
位为何不能拿出有效的解决手段，而
让问题一拖再拖？记者就此分别致
电通山县扶贫办和通山县人民医院。

通山县扶贫办一位退休干部称，
该团购房于2008年开始集资，2012
年开建，走过招投标程序，但是最终
承建的是个人。他认为，承建方本身
没有开发资质是问题的关键。

县扶贫办主任成军说：“开发商
没有实力，交不了房。”成军称，单位
职工该交的钱都交了，现在开发商还
是缺资金，导致整个小区都不能完
工。“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不断
督促开发企业，必要的时候采取法律
手段寻求解决。”

记者致电通山县人民医院办公
室，得到的回复是：医院集资房现在水
电工程未完成，具体竣工时间不确
定。通山县房地产管理局一朱姓负责
人称，医院职工住宅项目符合条件，未
办理预售许可。对于开发企业是否具
有资质、为何不能通过验收，该负责人
表示，这不属于房产局管理范围。

阮女士和徐女士都认为：无论是
历史遗留问题，还是企业经营行为，参
与集资建房和团购住房的职工是因为
对单位的信任而参与其中的，单位不
应该辜负职工的信任，也不应该以领
导变更等原因，让问题一拖再拖。

县扶贫办团购住宅 县人民医院集资房

通山县人民医院等单位组织职工团购住宅，从2008年至今整整10年过去，购房

者还没住上新房。职工说“心酸”，单位说“无奈”——

“好事”怎么就办成“糗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