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日，通城县五里镇左港村群众在进行植树造林，
绿化家园。据统计,该县共完成绿化造林面积3.1万
亩,栽植各类树木近300万株。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2版
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王莉敏

电话：0715－8128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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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热线： 56896
天气预报：14～15日受偏北气流控制，多云到晴天，气温回升，局部早晨有雾；16日受弱冷空气南下影响，下午到傍晚有弱降雨。14日：多云，偏北风1～2级，8～19℃；15日：晴天到多云，偏北风1～2级，8～20℃；16日：多云转小雨，偏北风1～2级，9～18℃多云。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赵海
波报道：6日，在长江干堤嘉鱼潘湾堤
段，嘉鱼干部群众正在开展长江大保
护·岸线绿化活动，挥锹扬锄、扶苗填
坑，踏土夯苗……，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的劳动景象。

为保护长江岸线生态环境，守护
好一江碧水，嘉鱼从四邑公堤潘家湾
段开始试点，强力推进长江岸线造林
绿化工作，倾力打造十里堤防绿色生
态长廊。

林业部门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嘉
鱼县长江沿岸造林完成8.70万亩，占
年度任务的170.58%。

从嘉鱼沿江上溯，是长江赤壁段
非法码头复绿点。成片新栽的竹柳林
屹立江滩，部分林木延伸入江中。按
照长江岸线造林绿化方案，赤壁市各
部门积极配合推进长江干线非法码头
复绿，近半年时间总计完成岸线复绿
造林3400余亩。

陆水河是赤壁境内最大的长江支
流，沿线非法采砂场和堆沙码头现已全
部取缔，复绿工作也迅速启动，林业部
门因地制宜每亩植树苗56株，采用3米
株距、4米行距，挖150厘米见方的大
穴，确保每一株树苗成活。

曾经非法码头、餐馆商店遍布，如今

树木摇曳，变为生态线。赤壁还将长江
两岸造林绿化与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乡
村建设等有机结合，目前已形成全域植
绿复绿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

去年以来，沿江的嘉鱼县、赤壁市
和咸安区分别编制了长江沿岸造林绿
化实施方案，绘制了长江沿岸造林绿
化工程作战图。长江干堤外侧50米范
围内护堤地建设以意杨、池杉、水杉等
为主的长江防护林带，长江干堤内侧
50米范围内护堤地建设红叶碧桃、茶
花、茶梅、梅花等为主的景观林带，长
江干堤以外洲滩种植意杨为主防护
林。

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态防护林，
从洲滩延伸至江堤，与一江碧水相连，
勾勒出和谐的林水相融画面。

按照“见缝插绿、见空补绿”原则 ，
在沿线通道和村庄宜林地，栽植紫薇、
樱花、枫香、栾树、银杏、海棠等彩化林
带，建设绿色景观通道。

目前，全市完成长江沿岸造林9.10
万亩，占年度任务5.5万亩的165.41%，
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在前不久省政
府组织的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
进展情况评估中，我市长江沿岸造林
绿化获得“优秀”评价，在全省8个市州
中排名第二。

我市建设长江岸线绿色生态廊道
完成长江沿岸造林9.10万亩

本报讯 通讯员罗威报
道：13日，崇阳县水利局组织全
体干部职工召开全县河库问题
排查及汛前检查工作会，部署
安排2019年河库长制和防汛抗
旱工作。

该局明确了检查的各组人
员分工，强化责任，切实担当，
要求仔细排查所有乡镇辖区内
的河道、水库，如实反映问题。

各检查组科学安排工作任
务，检查过程中沿路进行宣传，

提高周边乡村居民的环保意
识；把握工作重点，着力排查河
库四乱问题，加强河道管理，严
厉打击非法采砂、洗砂等行为；
着重检查水库防汛抗旱应急预
案、加强监测预警预报等，保障
今年防汛抗旱工作。

各有关股室对落实河库长
责任制工作情况将及时上报，
对存在的问题全面整改落实，
确保安全度汛，确保农业生产
稳定和群众生活安全。

崇阳县水利局

全面开展河库问题排查

全市一季度金融分析会要求

加大金融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14日，我市召开2019年一季度
金融形势分析会，要求加大金
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副
市长熊享涛出席会议。

何开文指出，2018年，全市
金融部门实现了经济金融运行
稳中向好、好中显优的良好态
势，信贷投放稳定增长，信贷结
构持续优化，金融风险可防可
控，为全市经济发展增强含金
量、含绿量、含新量提供了支持
和保障。

何开文强调，全市金融部
门要准确理解稳健货币政策内
涵，抢抓咸宁高质量发展难得

的战略机遇；要准确把握咸宁
经济内在动力和发展要求，积
极推进高质量发展；要继续深
化金融生态建设，着力为金融
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要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多渠道多
层次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何开文要求，全市金融系
统要开展金融信用培训，增强民
营企业的信用意识，提升民营企
业的信用度，促进咸宁经济高质
量发展。各金融机构要制定支
持咸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计划，
发挥自身优势，深耕咸宁，敢于
担当作为，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发
展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加大金融
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讯员任
建成报道：“要激发学生创造力，必须
提升执行力。既要注重示范引路，又
要坚持因势利导，通过抓‘精品活动’，
达到‘典型带动一般，品牌激励普及，
课堂辐射课外，示范提升自研’的功
效。”日前，赤壁市实验中学党支部书
记黄新阶总结自己用科普教育点燃学
生智慧火花的教学实践时，感慨地说。

现年56岁的黄新阶，从事教育工
作37年来，始终把科普事业作为自己

献身教育的人生目标，在赤壁实验中
学营造出一个崇尚科学、重视科学知
识传播和学习的氛围。不仅辅导的学
生先后荣获过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一、二、三等奖，他本人也先后被评
为湖北省首批“十大名师”、全国优秀
教师、全省科普先进工作者、全省教育
科研100佳个人和咸宁市十佳师德标
兵，并入选教育部“国家级培训师资
库”成员、省教育科研学术带头人，荣
获中国化学会化学基础教育奖等。

黄新阶认为，教师既是教育者，又
是学习者、创造者，只有创造性的教育
才是真正的教育。多年来，他不仅摸
索、总结出“课内和课外结合，探究和
接受并重”的教学思路，逐步形成了以

“深奥的内容浅显化、抽象的内容形象
化、枯燥的内容趣味化”为主要特征的
教学风格，还连续11年被省教育厅聘
为“全省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授课
教师，先后在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等5所高校，向2000余名教师介绍自
己探究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并远
赴青海西宁为西部地区化学教师介绍
自己在化学探究教学方面积累的经
验。

黄新阶一直坚持用理智的爱去催

化“学困生”的转变。从不因为学生调
皮不认真、学习成绩差就另眼相看，而
是以“热心、耐心、贴心、细心、恒心”去
教育和感动学生，引导学生利用节假
日和课余时间参加化学兴趣活动，或
者到乡村田头、工厂车间实地开展科
学实践，不仅先后辅导40余篇学生习
作在省级报刊公开发表，以及“硫酸根
离子干扰检验氯离子的实证研究”等
200余篇小论文在全国和省、市举办的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分获一、二等
奖，而且，指导学生发明的“电解水装
置的设计”获“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

“残障儿童情感需求解读机”获第30届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创意一等
奖。

赤壁市实验中学党支部书记黄新阶

用科普教育点燃学生智慧火花

本报讯 通讯员徐芳、叶
琨报道：4日，天已放晴，通山县
燕厦乡金坑村金宏家庭农场，
王文超带着妻儿和当地村民20
余人正在栽植脐橙苗。

王文超所在的金宏农场流
转金坑村800亩和新屋村2000
亩的荒山，用于栽植脐橙。自2
月16日开始，他抢晴天战雨天，
现已栽好脐橙苗3万余株。

作为库区乡镇，燕厦乡牢
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转
变干部群众思想，做活库区山

水文章，在破旧与立新中构建
绿色转型发展的增长极。2016
年以来，该乡围绕高山油茶、库
区脐橙两大产业，争取绿满、岛
屿绿化、精准灭荒、石漠化治
理、低丘岗改造、水利喷灌、库
区后扶等政策，通过政策推动，
大户带动，引导村民群众向荒
山进军。

三年来，该乡组建林果合作
社18个，渔民转产转业发展林果
46户，全乡造林面积4.7万亩，其中
栽植油茶190万株，脐橙13万株。

通山县燕厦乡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不是一家人 同进一家门

通山县开展“一带双联”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焦阳、郑

梦溪报道：日前，通山县大路乡党委书
记程景家翻山越岭来到杨树坑村杨忠
海家，帮助他栽上杉树苗。看到刚栽
的树苗，杨忠海笑得合不拢嘴，他说：

“有了乡干部的技术指导和帮助，今年
我可享受产业扶贫资金5000元！”

这是该县组织全县千名党员干部开
展“一带双联”活动带来的效应。今年初，
该县作出在全县开展“一带双联”活动决

定，“一带”是党员干部带头发展经济，
“双联”是每个党员干部各联系一至两户种
养殖业重点户，同时帮助1家贫困户脱贫致
富。在开展“一带双联”活动中，该县将党
员干部带头发展经济的示范项目和联系重
点户、贫困户等情况进行公开，并将活动内
容纳入年终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

黄沙铺镇源头村阮春林老汉一家
五口人每年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镇
党委书记成理和阮春林结为“亲戚”

后，坚持每月一次同驻村镇干部翻山
越岭来到阮家，帮助他家开出种植药
材和搞家庭养殖业的增收处方，成理
自己掏“腰包”，从县农科所、林业部门
调来树苗和良种猪送到阮春林家中，
还从县里请来科技专家，手把手地教
阮春林种植药材、增植树苗，帮他家贷
款购买良种鸡。阮春林合计一算，到
年终家中种养殖收入可达2万元。

经了解，该县自开展“一带双联”

活动以来，全县已组织县、乡镇干部、
种养殖业大户到外地考察学习11批
（次），派出由农业、林业、畜牧、牧产等
部门组成技术扶贫工作队，巡回到各
个村、种养殖业大户家中，手把手地
教、面对面传播种养殖业技术。通山
农商行为种养殖业重点户发放贷款
1300多万元，县扶贫办帮助联系户引
进甜橙、柿子、桃李等优质果木苗，为
脱贫户送去黄莲、白术等药材良种等。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14日，我市召开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攻坚战指挥部第一次全体
会议，总结2018年全市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工作成绩，
谋划部署2019年工作任务。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副
市长熊享涛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 2018 年全市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工作
情况，市人行、市银保监局、市
公安局、市法院、咸安区、赤壁
市等分别作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
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担当，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

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
坚战。

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大
排查、大宣教活动，切实做好防
范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着力化
解银行不良贷款，坚决防范违
法违规社会金融风险，加强地
方类金融机构监管，平衡好稳
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要加强
协调配合，形成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攻坚战工作合力。切实做
好统筹协调工作，压实属地责
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履职尽责，
扎实工作，认真做好2019年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工作，
为全市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上一
份满意答卷。

我市召开专题会议

打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周
莹报道：3月14日，市血站中心
在通山县卫计局开展“学雷锋 捐
热血 献爱心”无偿献血活动。县
卫计局、县疾控中心、县卫计综
合执法局、安康精神病医院等单
位干部职工踊跃参加。据统
计，当天共有20人参加无偿献
血，献血量达 6100ml。

上午8时，无偿献血车开进
了通山县卫计局，参加无偿献血
的同志一早便来到了活动现场，
有条不紊地征询、填表、体检、化
验、热情献血。献血人群中既有
第一次献血的新员工，也有多年

坚持献血的老同志，小小献血车
里弥漫着满满的爱，200ml、
300 ml、400 ml……涓涓热血
缓缓地流进了一个个储血袋。

通山康泰医院的张正是第
21 次献血，献血总量已高达
8300ml。“献血对身体不仅没有
害处，还能促进血液细胞再生，
加快新陈代谢，帮助自己的同
时还可以救助病人。”正在献血
的他笑着告诉记者。

通山县卫计系统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活动旨在激发广大干
部职工的社会责任感，展示单位
关爱生命、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

通山县卫计系统职工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不负春光播绿忙

11日，通城县大坪乡药姑山，当地农户正在山上
种树。今年，该县在药姑山区规划精准灭荒面积
7000亩，让贫困户和农户将从中受益。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赵海波 摄

12日，咸宁市民宗委结合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干
部职工到驻点村——咸安区桂花镇白沙村开展义务
植树活动，美化乡村环境。

通讯员 朱洁芳 摄

农资打假保春耕
3月7日，市高新区横沟桥镇丰顺

农业农资超市，农业综合执法人员正
在检查种子、农药。

当天，由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
员、市、区农业综合执法人员以及镇干
部组成的检查小队，深入镇区、村组农
资超市、门店突击检查，切实维护农民
的合法权益，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饶婧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