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丝皇菊丰收
11月28日，咸安区汀泗桥镇洪口

村，工作人员正对刚刚采摘的金丝皇
菊进行分拣。

据了解，为发展特色产业，调整产
业结构，该镇成立乌龙山药材种植合
作社，在洪口村流转土地50余亩种植
金丝皇菊，并积极带动当地贫困户共
同发展。今年预计可采摘鲜花约5万
斤，带动5户贫困户年平增收1万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敖琼 摄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时
崇阳县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员张
敬报道：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志愿服务
蓬勃开展，全民阅读书香四溢……连
日来，越来越多的崇阳市民成为推进
文明城市建设的支持者。

“文明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从自身做起，坚决不随地吐痰，不乱扔
垃圾，平等互助，友爱他人。”在该县桂
花泉镇双港村，妇联主席晏星辉每天
入户宣传，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文明城
市创建活动，提高村民知晓率、支持率
和满意率。

文明创建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社
会工程和系统工程，涉及城建、卫生、
交通、旅游、宣传、生态等方方面面。
为此，崇阳于11月26日召开专题会
议，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

该县要求，各单位各乡镇要紧盯
目标，充分认识开展县域文明程度指
数测评工作的重大意义；要对标对表，
各司其职，突出重点，抓住关键，迅速
制订本单位工作方案。县民政部门要
在全县各乡镇、各机关事企业单位完
成全国志愿者服务信息系统注册工
作，确保注册率达到100%；全县上下

要行动起来，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加
强领导，齐抓共管，责任上肩，全力做
好县域测评工作，推动全县文明创建
工作再上新台阶。

咸安永安办事处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文谨、通讯

员黄晓华报道：“文明是人品的相貌，
文明不是小节，提高修养是一辈子的
事……”11月27日，来自深圳大学的
退休教师徐太文在咸安区第七中学讲
了一堂生动的“文明与法治”课。

这是咸安区永安办事处联合咸

安区第七中学，开展的“红色宣讲进
校园”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台
上台下积极互动，不时传来阵阵掌
声。

徐太文用精彩的故事、鲜活的实
例，向学生们讲述文明与守法的重要
意义。随后，宣讲团现场向学员们发
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倡议，呼吁年轻
人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细节做
起。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号召青少年
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做社会主义接班
人，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出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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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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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受高空槽东移和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市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气温持续下降。具体预报如下：6日：中雨，偏北风3～4级，6～9℃；7日：雨夹雪，偏北风2～3级，2～6℃；8日：雨夹雪，偏北风2～3级，0～3℃。今日相对湿度：90～100%

冬日早晨，通城县四庄乡寺背村，
一垄垄茂盛的油菜连接成片，嫩绿的叶
子还挂着露珠，远望好似铺上了一层薄
纱……

该村2组种植大户戴定兵，正蹲在
田里除草，看着眼前长势喜人的油菜基
地，不禁喜上眉梢。

“去年种了80多亩，亩产油菜籽
200公斤，今年把面积扩大到了100多
亩。”戴定兵说，眼下正趁着天晴，积极

抓好清沟排渍、除草施肥等田间管理。
53岁的戴定兵早年从事水稻种

植，近年来响应政策号召开始发展油菜
基地。

通过乡政府实行统一翻耕、统一播
种、统一施肥、分户管理的模式，戴定兵
逐年扩大种植面积，去年实现收入4万
多元。

在该乡大源村200多亩连片油菜
基地，周边灌溉渠道护砌一新，挖掘机

正在进行道路平整。
四庄乡农技服务中心负责人李雄

明介绍，县农业局计划在该村3组、4组
建设油菜功能示范区，目前正在加紧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四庄乡充分利用大溪国家湿
地公园的生态名片，把秋冬农业开发与
美丽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在大溪湿地公
园旅游公路沿线华家、寺背、上坪、大源
等村开发1200亩连片油菜基地，打造

精品油菜花旅游路线区，助力美丽乡村
建设。

“明年春天，这里将呈现一片金色
花海，在带活乡村旅游的同时，促进农
户增收致富。”四庄乡党委副书记杜文
豪介绍。

通城四庄乡统一播种分户管理

扩种油菜促增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李松

本报讯 通讯员熊宁、朱
华芮报道：11月20日，湖北省
武警总队、咸宁市武警支队借
大幕乡“聚力脱贫攻坚，人大代
表在行动”第二次集中活动之
机，倡议人大代表牵手困难留
守儿童，为大幕乡双垅村留守
儿童搭建“第二课堂”。

据了解，省武警总队及咸
宁市武警支队依托双垅村“农家
书屋”作为载体，为书屋配备电

脑设备、体育器材，后期将邀请
派出所、卫生院等部门专业人员
举办暑期安全教育系列讲座，为
留守儿童讲解防溺水、防火、防
盗、防暑、夏季饮食卫生等知识，
提高留守儿童自护能力；通过邀
请老党员、老干部为孩子讲革命
往事，利用“互联网+”模式观看
爱国影片等活动，加强留守儿童
的思想道德教育，培养爱国主义
情操和民族精神。

省人大代表

为大幕留守儿童搭建“第二课堂”

改革开放40年，咸宁建市20年，
我是一个经历者也是一个见证者，这期
间的发展变化我是深有感触，感觉咸宁
就像“换了人间”。

我在原咸宁市（现在的咸安区）工
作时，永安城区就两条街，温泉这边就
花坛到岔路口这一条街。现在的咸宁
四通八达，街道宽敞，车水马龙，商业区
十分繁华，工业园区工厂林立，成了一
座漂漂亮亮的城市，一座宜居绿色城
市。

我做财政工作几十年，从这个角度
看，发展变化也是巨大的。过去财政十
分困难，有句俗语叫“八个坛子七个
盖”，意思是没钱发工资，没钱搞项目，
没钱支持农村，一到年底，就只能东借
西挪。要说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块头
小，税源不足。

我记得1978年，整个咸宁的财政

收入只有1.02亿元；1998年，全咸宁地
区的财政收入是 5.08 亿元。而到去
年，全市的财政收入达到87.6亿元，大
约是1978年的85倍，是1998年的17
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改革开放之时，我们的工作环境也
是很差的。那时候搞年终决算，都是算
盘计算。冬天冷，我们烤着火盆，八九
把算盘没日没夜地算，鼻子眼睛都是黑
的。有一回，因为算错了2毛钱，又得重
算一遍。几个会计都累垮了，趴在桌子
上起不来。怎么办？第二天得交账，非
算出来不可。下半夜，我干脆给大家唱

歌，讲笑话，激励大家打起精神重新算。
天亮时，问题终于发现了，原来是两张税
票黏在一起了……现在财政人员的工作
环境和工作效率就高多了，只要把数据
输入电脑，就能自动生成结果。

财政的巨大变化，最突出的还在税
源的增长。我记得刚建市的时候，就是
蒲纺总厂那么大一个企业，每年的税收
也不到一千万元，而现在，过千万税收
的企业比比皆是。像红牛，每年的税源
更是达到几个亿。

那时候，人们的环保意识也没有现
在强。在大家的意识里，只要能纳税，

能提供就业，什么项目都可以上。现在
就不同了，污染企业根本进不来。这几
年，市委狠抓高质量发展，成效非常明
显，那些小砖瓦厂、小造纸厂、小轧钢
厂、小水泥厂、小石料厂统统关停了，取
而代之的都是绿色环保的高新企业。

总之，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建市
以来，咸宁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老
百姓的获得感等各个方面，都有看得见
摸得着的巨大变化。我为咸宁的发展
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我希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咸宁继续保持
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进一步做大经
济块头，进一步发展好民营经济，进一
步做大做强咸宁品牌，早日实现绿色崛
起的宏伟目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昌炉
整理）

咸宁就像“换了人间”
讲述人：边一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改革开放40年·咸宁建市20年

谈发展·话变化（离退休干部说）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报
道：“马坡村十五组村民马某
林，下午3时进山拾柴至今未
归，要求救援。”11月28日18时
许，赤壁市车埠派出所所接到
一道110指令。

接警后车埠派出所立即组
织全所民（辅）警赶赴事发地
点。“平安协会马丛林队长已经
带领巡逻队进山搜救了。”当地
村民告诉民警。原来，当时正
在马坡村例行巡逻的车埠镇平
安协会的巡逻队员们，听说有
人失联，当即投入搜救。

由于马坡村周围山高林
密，而失联人员马某林已经60
多岁，且身有残疾。民警和村
民一起，分成六个救援小组展
开“地毯式”搜救。

至晚上21时许，民警接到平
安协会队长马丛林电话：“我们找
到老人了，正在送往山下救治。”

马丛林说，找到老人时，老
人卧倒在一棵松树旁，搜救队
员立即将老人背下山。后经医
护人员确认老人身体并无大
碍，搜救队将其送回家中，获得
群众的交口称赞。

赤壁车埠镇平安协会保平安

本报讯 通讯员陈真报
道：12月4日，市司法局、市委统
战部、市民宗局等多部门，联合
开展“12·4”国家宪法日“百单位
宪法法律宣传”活动。

广大群众纷纷驻足宣传摊
位，饶有兴趣地翻阅相关宣传
资料，并咨询相关民族宗教法
律法规政策。市民宗局负责人
表示，民宗部门应该积极参与
法制宣传活动，并将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等活动有效带入，从

而充分利用这个良好的宣传平
台，扩大民族宗教政策和知识
的知晓率以及民宗部门的影响
力，为社会各界关心、参与民族
宗教事业提供机会。

此次活动期间，市委统战
部、市民宗局向市民发放了《中
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条例（试
行）》《宗教事务条例》《民族政
策法规知识宣传手册》1000余
份，接受群众咨询100余次，起
到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市民宗局

参与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郑梦溪报
道：“这小小‘通山包砣’，今年9月在湖
南长沙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上，被全国
各地的星级酒店抢订一空哩！”11月26
日入夜时分，笔者在通山县城月亮湾集
市夜宵一条街上看到，各家小吃店宾客
盈门，食客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苕粉
砣、喝着土鸡线粉汤，一边听店老板讲
解如何将这些农副产品加工成小汤圆、

苕粉砣、烤鱼片……
近年来，该县根据城市居民的生

活特点，引导农民将农副产品加工成
市民喜爱的精细食品，推动农产品转
化加工增值。一方面组织传统特产
加工师傅进城开设特产销售店和加
工小吃点，为城市居民现场表演制作
由黑豆加工而成的油干手艺，传授腊
禽肉加工腌烤技巧，手把手地教食客

做苕粉砣、糯米小汤圆等，推动传统
特产进入百姓餐桌；一方面建起电子
商贸城，开辟“通山包砣网”，实行线
上营销，使顾客远在他乡也能随时购
买到自己喜爱的通山特产，形成“夏
秋有瓜果、冬春有鲜菜鱼肉，一年四
季腊肉腊货不断”的特色农副产品经
营格局。开设的“好吃佬”“老相好”
等特色门店，也成了吸引客人的重要

途径。
如今，伴随通山特产品牌的声名鹊

起，“通山包砣”“土巴爷”酒、“大畈麻
饼”“杨芳酱品”、枇杷酒、葡萄酒、金黄
油干、酱油、豆豉、豆皮、苕粉、腊猪脚等
地方特色产品，开始俏销全国，形成产、
供、销一条龙，仅“杨芳酱品”生产厂就
带动75户农户参与黑豆种植，户平年
收入超过5万元。

粉丝连城乡 苕粉香四方

通山特色农副产品声名鹊起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现将拟
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何泽平，男，汉族，湖南新
化人，1966年6月生，大学学历，
法学学士学位，1990年9月参加
工作,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市委宣传部新闻科
长、《经济日报》通联站站长，咸
宁日报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咸
宁日报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市纪
委监察局派驻市委办公室纪检
组组长。现任派驻市委办公室
纪检监察组组长。拟任咸宁高
新区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公示时间：2018年 12月6
日至2018年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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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
象德、能、勤、绩、廉以及遵守组
织人事纪律等方面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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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咸宁市委
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邮
政编码：437100；举报电话：
12380、0715-8126110；短信举
报号码：13971812380；举报网
站：http://www.xnzg.gov.cn
（咸宁组工网）。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18年12月5日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
员李蔓报道：12月4日，市检察
院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让
人民群众直观了解检察服务、
检务公开、检察监督，推进阳光
司法。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代表等16人应邀参
加活动。

在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与会代表现场现摩了检察机
关信访接待、案件受理、法律
咨询、案件信息、文书公开和
查询、律师诉讼权利保障等网
上服务流程。代表们认为，近
年来我市检察机关积极履职，

主动作为，高质量推进服务和
保障创新驱动发展专项法律
监督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发展
成就，为我市“创新驱动发展”
的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司法
保障。

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举行此次活动旨在深化检
务公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
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今后将更加注重加强
和改进与社会各界的联系，让
更多的公众代表有机会走进检
察机关，共同为检察事业的发
展进步建言献策。

市检察院

“公众开放日”深化检务公开

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
吴新亚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咸宁市纪委监委网站消息：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巡警大队

大队长、一号桥派出所原所长吴新亚（正科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通山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食品药品环境侦查
中队中队长成宏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咸宁市纪委监委网站消息：通山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食品

药品环境侦查中队中队长成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