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事

关咸宁城市形象，事关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事关广大群众民生福祉。自
3月底召开全市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现场会以来，各地迅速启动乡
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使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一大
批美丽村庄犹如百花争艳闪耀
桂乡大地。今起，本报推出“聚焦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
动”系列报道，展示各地人居环境
治理新成效，进一步营造全民参
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特约记者
李星、通讯员徐宗均报道：10日，记者
来到咸安区向阳湖镇，沿着干净笔直
的宝塔街一路前行，宽敞的柏油路
旁，精致花圃错落有致，一幢幢小楼
则隐藏在绿树后面，这里不是高档别

墅区，而是宝塔村十三组。
“看看我这家，跟城里的高档别

墅其实没啥区别。”看到记者来访，村
民潘永炎热情而自豪地介绍。今年
74岁的潘永炎是一名老党员，在这里
生活了一辈子，在他看来，村民们爱
整齐、讲干净是最重要的习惯。

“大家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打扫房前屋后，修葺一下门口的
花圃，保洁员不用太费神，只需负责
清扫主干道的卫生就行。”潘永炎说，
不久前，镇里的人居环境暗访组前来
突击抽查，看到这条街后都不由得惊
叹“真干净！”

据悉，该镇、村两级都设置了“人
居环境卫生检查组”，分别对各村、各
组的卫生情况进行暗访抽查，并打分
评估。

“村民自觉性的养成，离不开制
度的约束。”宝塔村村支书黄宏胜介
绍。该村引入奖惩机制，对不讲卫生
的现象在每月的支部主题党日上用
PPT放映公布，并由党员会后进村组
开展宣讲，对于卫生环境保持良好的

村组，镇、村两级则按排名给予相应
奖励。

在不久前的一次全镇人居环境
评比中，宝塔村5组就获得了优异成
绩。

“不过在去年，我们组还做得不
够好。”该组保洁员李荣柱说，在去年
的一次评比中，隔壁的6组获得一万
元的人居环境奖金，“这给了我们很
大的刺激，全组上下都憋起一股劲，
决心来一场全民环境大整治。”

“该组村民一致决定，利用10万
元集体收入，用以改变村湾面貌。”宝
塔村副支书潘盛军介绍。在5组表示
出强烈的争先意愿后，他便成了这里
的环境整治“顾问”。

说干就干。很快，房前屋后的垃
圾杂物清理一空；原先的污水塘经过
修缮，变成了中心一景；原先的臭水
沟经过改建，形成雨污分流设施……

同日，记者走进宝塔村11组，巨

幅的墙体画让人眼前一亮，崭新的生
态停车场绿草如茵，小石牛在此嬉
戏，充满乡趣。在笔直的进村道路两
旁，尽是平整的肥沃土地，半空中，高
架桥上车流不息，田埂间，“新型农
民”欢快地劳作着。

“打造优美的人居环境，主要是
为了大力发展这里的观光农业。”黄
宏胜表示，2015年，福兴农业科技示
范园落户11组，流转1900亩土地发
展大棚蔬菜、高档苗木、水果采摘等
产业。11、12两组的村民参与其中，
不仅“拿分红”，还能“领工资”。

“有了产业为依托，群众对维护
好村湾环境产生了高度认同。截至
目前，我们已经投入了300多万元，
对墙体立面、破损房屋、污水管网、垃
圾清运进行全面升级，群众自发地参
与施工。”黄宏胜介绍，政府出资、群
众出力，共同打造优美人居环境的新
格局已经形成。

咸安区向阳湖镇宝塔村

建管结合打造唯美村湾

聚焦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①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四好农村路
带富一方人
6 月 5 日，嘉鱼县陆溪镇铜山村，

一位村民从陆舒线上骑车经过。
陆舒线是该县去年打造“四好农

村路”中的一条。去年以来，该县开始
实施“四好农村路”三年攻坚，总投资
3000余万元，打造百余公里“美丽乡村
路”，进一步优化了农村路网格局，为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提供了强有力的
交通保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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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咸宁》征文启事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本报将开设《老家咸宁》
专栏，通过亲历者的讲述，见证咸
宁的发展变迁、发展成果。征文
要求如下：

一、征文对象
凡是关爱、关注咸宁发展，有

思乡情结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可参
加。

二、征文体裁
文体不限，小说、诗歌、散文、

诗词、歌词、纪实均可。
三、作品要求
1.作者可以从自身感受出发，

以个人视角抒发对老家所见、所
闻、所触、所想，回顾老家带给自
己的喜悦、爱情、亲情、友情、感
动、感悟、感想等。

2.记叙与老家有关的亲身经
历、见证的人和事，包括工作、学
习、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或者城
市、农村及经济、社会巨大变化中
的一件往事。

3.探析老家的重大变迁、发展
成果，对峥嵘岁月、辉煌成就的记
录，对个人奋斗成长、艰苦创业的
感悟。

四、征集时间

2019年6月5日—2019年8
月 31日

五、投稿要求
1.作品请标明《老家咸宁》征

文字样。
2.作品请标注作者姓名、单

位、通信地址、联系电话等。
3.作品将择优在咸宁日报《老

家咸宁》专栏及新媒体平台刊发，
稿酬从优。

4.投稿邮箱：xnrbkm@163.
com。

咸宁日报编辑部
2019年6月5日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
陈婉、胡从海报道：系属幕阜山
余脉的药姑山（龙窖山）早期千
家峒，被确认为全球近400万瑶
族同胞的精神家园。

2018年，通城县民营企业家
杨浩返乡投资5000万元，在药姑
山（龙窖山）脚下打造“瑶祖故里
大观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6月 10日，记者来到通城
县大坪乡辉煌村“瑶祖故里大观
园”项目建设现场，眼前豁然开
朗，仿佛步入世外桃源。

宽阔的莫徭广场上，一座飞
檐耸立的石塔记载着瑶族历史
渊源、发展变迁及现代瑶文化研
究成果，周围刻有瑶族祖先画
像，镶嵌龙犬纹饰，塔顶莫徭射
雁雕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据项目建设指挥部负责人
介绍，项目一期工程主要建设门

楼、景观大道、莫徭广场、古瑶实
景展示图、古瑶茶道、龙窖山地
区民俗馆、古瑶石屋群、古瑶十
二姓长廊、汉瑶千古情大型晚会
等工程项目，计划于8月份开园。

“项目独具地方特色和古瑶
风情，建成以后，将成为中华古
瑶文化第一园，成为研学、观光、
采风、旅游的理想目的地。”湖北
瑶祖故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浩介绍。

作为项目引资方，大坪乡党
委书记吴红艳表示，“瑶祖故里大
观园”项目有利于发展全域旅游，
助推乡村振兴，促进龙窖山地区
湘鄂两省两市（湖北咸宁、湖南岳
阳）瑶文化开发利用和精准扶贫。

通城利用特色资源发展文旅产业

打造中华古瑶文化第一园

高质量发展看咸宁
重点项目建设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李瑞
丰、张文会报道：13日，全市乡村振兴
暨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赤壁市
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系列决策部署，研究
部署我市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各项
工作。市委书记丁小强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主持会议。

丁小强指出，要切实增强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责任感紧迫感。对咸宁而
言，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
神的政治责任，是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短板的重大举措，是推动咸宁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特
别是领导干部要从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的高
度，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精神，以
强烈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奋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各地各

部门必须紧盯时间节点，拿出管用的实
招硬招，坚决把硬任务、硬指标都攻下
来，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运
用项目化、工程化、体系化的思维方式，
统筹推进“五个振兴”，促进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
推动咸宁高质量发展。

丁小强要求，突出抓好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点工作。要高质量打造美
丽乡村，坚持把全市作为一个公园来打
造，全域提升人居环境质量。要打好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硬仗，加快补齐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全力创建一批美丽
乡村示范村。要加快培育乡村产业振
兴的新动能，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中之重来抓，全面激活主体、激活
要素、激活市场。要在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上下功夫，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上
下功夫，在促进资本和人才“上山下乡”
上下功夫。要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咬
定目标不动摇，切实抓好巡视整改，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要提升乡村治
理水平，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加快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坚决整治影响乡村平安的突出问题。

丁小强强调，要凝聚推进乡村振兴
的强大合力。要坚定信心不动摇、咬定
目标不放松、压实责任不松劲，确保乡
村振兴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强
化责任落实，坚持四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坚持
真抓实干，求真务实。要营造良好氛
围，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农民群众投身乡
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
发扬斗争精神，保持竞争状态，锐意进
取，苦干实干，奋力推动咸宁乡村振兴
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王远鹤指出，要提高站位抓落实，
从规律性、重要性、紧迫性三个维度提
高认识，增强做好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要统筹谋划抓落实，抓住乡村规
划这个龙头，聚焦产业振兴这个根本，
抓实乡风文明这个重点，打好环境整治
这场硬仗，夯实组织建设这个关键。要
持之以恒抓落实，一张蓝图画到底，一
年接着一年干，一事接着一事办，持续
发力、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当天上午，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车
埠镇小罗湖现代农业融合示范点、沧湖
开发区普安村人居环境百日攻坚示范
点、柳山湖镇乡村振兴规划引领示范点、
易家堤村产业振兴全产业链发展示范点
和赤壁镇东柳村“五个振兴”示范点。

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全市乡
村振兴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赤壁市、市发改委、咸安区汀泗桥镇、通
城县塘湖镇作了交流发言。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闫英姿，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徐小兵出席会议。

（相关报道见二版）

近期，咸宁市咸安温泉城区
交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给人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
描述与界定表》规定：国家对在
中国公路及城市道路上行驶的
M 类汽车、N 类汽车和 O 类挂
车（须上普通牌照的车辆）、摩托
车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即
CCC认证；电动自行车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转为CCC认
证过渡期自2018年8月1日起
至2019年4月14日止，过渡期
内生产许可证与CCC认证管理
并存,在2019年4月14日前，电
动自行车产品应凭有效生产许
可证或CCC认证出厂、销售或
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自
2019年4月15日起，电动自行
车产品未获得CCC认证的，不
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
经营活动中使用。

为此，咸宁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在
购买车辆时一定要注意以下七点：

* 认真检查是否有整车出厂
合格证，是否有CCC认证标志；

* 认真检查是否有进口车
辆的货物进口证明和进口车辆

检验证明等材料；
* 一定要向销售单位索要

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 认真检查车辆是否有《车

辆一致性证书》或进口车辆特殊
认证模式检验报告，是否有铭
牌。认真检查《增值税专用发
票》、《车辆一致性证书》或进口
车辆特殊认证模式检验报告、铭
牌所载明的数据是否与车辆的
实物一致；

* 认真检查是否有产品中
文使用说明书；

* 认真检查是否有产品保
修、维修保养手册；

* 认真检查是否有产品“三
包”凭证。

* 如果存在以上问题，您购
买的车辆会存在不能上牌的风
险，可能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请不要购买！

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应
妥善保管好相关凭证，当遇到自
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与
经营者协商不成，应及时拨打
12315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
到消费者组织投诉，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咸宁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2019年6月14日

市消委发布今年第1号消费警示

购车须谨慎 别给安全留隐患

丁小强在全市乡村振兴暨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推动乡村振兴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李瑞丰报

道：13日，市委书记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远鹤到赤壁市专题调研2019“一带一
路”国际茶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业
大会筹备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2019“一带一路”国际茶文化论坛暨第
五届中国茶业大会定于今年10月在赤壁举
行，目前大会前期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有
效推进。在听取相关筹备工作汇报后，丁小
强、王远鹤对大会筹备工作进展给予充分肯
定，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丁小强强调，要按照高质量的既定目
标，一鼓作气，往前推进。要加强活动组织
领导，以赤壁市为主体，迅速搭建工作专班，
落实工作责任，统筹抓好前期各项工作。要
加强协调对接，积极与上级有关部门沟通，
精心做好邀宾工作。要坚持精心策划设计，
周密安排，加快各项工作推进力度。要加快
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统筹推进环境卫
生整治和房屋立面改造等工作，全面提升城
乡品质。要建立执行严格的产品控制标准，
全面提升青砖茶品质，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

王远鹤要求，要进一步优化方案，迅
速拿出标准化规范化的行动方案，高质量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要理顺工作机制，形
成邀宾方案。要抓好场馆建设、环境营
造、宣传策划及各项保障工作的落地落
实。要精心、精细、优质抓好筹备工作，细
致周到做好各项活动的衔接。要突出实
战化工作机制，专责专班专人加快各项工
作推进力度。

中国农业合作促进会副主任万福祥，中
国农业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魏有，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出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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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一优”看亮点
立足园区 服务发展

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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