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陈希子

电话：0715—8128771 全域旅游 2019年8月23日 星期五

E-mail:zhuma0723@163.com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19年省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人员推荐选拔工作
的通知》（鄂人社函〔2019〕205号）文件精神，我们在全市组织
开展了2019年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享受省政府专项
津贴人员推荐选拔工作。经基层单位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逐级
向上推荐、市人社局审定和研究等程序，拟定施仕胜（市农科
院）为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推荐对象，周冬青（湖北三六
重工有限公司）、曾青兰（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吴宇星（湖北福
人金身药业有限公司）、周勤（田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程林
（湖北福人金身药业有限公司）、袁观强（通山县大畈枇杷专业

合作社）、陈图明（崇阳县肖岭乡卫生院）作为享受省政府专项
津贴推荐对象（公示对象详情请见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网站http://rsj.xianning.gov.cn/xxgk/）。现对上述拟
推荐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期：2019年8月23日至8月29日。
如对上述人选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联系。

联系电话：0715-8235623
电子邮箱：735472813@qq.com

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8月23日

关于全市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人员拟推荐对象的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年第4号）的要
求，现将《年产1吨甾体激素原料药技术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进行全本公示，征求公众对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yK7- FMH6GEndU1ZVGRMqrA
（提取码：2qlj）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将联系方

式、地址发送到2444189153@qq.com
邮箱，我单位将会把纸质报告书寄出。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对象为与该项目

相关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
位及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链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在

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
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
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
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即2019

年8月23日—2019年9月5日。
（六）意见提交单位
建设单位：湖北三晶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经济

开发区凤凰大道12号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3451100280
湖北三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年产1吨甾体激素原料药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报纸第一次公开）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8月30
日16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位于
咸宁市咸安区桂花镇南川村砖木房屋及
空地十五年租赁权，建筑面积：283.5m2，
土地面积约3624m2,起拍价：5811元/年，
竞买保证金叁仟元整。本标的即日起在
咸安区南川水库管理局公开展示,本公司
以现状进行公开拍卖，有意者请与我公司
联系，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相关竞买手
续。详询：18871500917（朱）,地址：咸宁
市咸宁大道39号国际大厦A座十九层。

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咸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咸宁市扫黑办举报电话、邮箱、信箱
举报电话：0715-8126078
举报邮箱：xnsshb@163.com
举报信箱：咸宁市咸安区双鹤路16号市委

政法委扫黑办（邮编：437100）
咸宁市公安局举报电话、邮箱、信箱
举报电话：0715-8172205，110
举报邮箱：xnshce@163.com
举报信箱：咸宁市温泉淦河大道18号咸宁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邮编：437100）

注销公告
湖北通达电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21200343521158H）
经成员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湖北通达电源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遗失声明
咸宁市中南橡胶技术有限公

司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21202773928919B，
特声明作废。

严细华遗失残疾证，证号：
42120219890606344653，特 声
明作废。

张建武遗失残疾证，证号：
42230119851120297473，特 声
明作废。

本报讯 通讯员黄晓宏报道：近期，为切
实提升客户盈利水平和经营能力，提升卷烟市
场销售和品牌培育能力，崇阳烟草专卖局以“三
提升”为着力点，切实发挥自律互助小组效能。

提升终端建设水平。以自律互助小组
为保障，紧密围绕品牌陈列、库存优化、硬件
配置等，加强差异化指导，提升终端建设水
平，不断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提升明码实价到位率。通过组织客户
开小组会，交流经验、相互监督、相互管理，
提升客户的价格到位率，形成共同建设、共
同管理、共同维护的良好局面。

提升小组成员参与度。通过小组例会、
学习培训、品牌培育、小组长走访、价格暗访
等举措，提升自律互助小组成员参与度，推
进自律小组高质量发展。

崇阳烟草专卖局：多举措提升自律小组效能

美食大观

出行贴士

探险游急救措施
热爱旅行探险，更要珍爱生命，旅行探险游安全第

一。野外探险旅行，可能会遇到各种意外事故，以下介绍
几种应急措施：

1、“驴友”们出行前对所到地形、地貌要深入了解；
装备要齐，头盔、绳索、手杖等保护装备十分必要；准备要
充分，野外探险需要注意温度、滑坠、迷路等问题；出行前
还要充分了解当地天气、配备指南针及GPS定位设备。

2、在野外如被毒蛇咬伤，患者会出现出血、局部红
肿和疼痛等症状，严重时几小时内就会死亡。这时要迅
速用布条、手帕、领带等将伤口上部扎紧，以防止蛇毒扩
散，然后用消过毒的刀在伤口处划开一个长1厘米、深
0.5厘米左右的刀口，用嘴将毒液吸出。如口腔粘膜没有
损伤，其消化液可起到中和作用。被昆虫叮咬或蜇伤时，
用凉水冷敷，将刺拔出后再涂抹氨水或牛奶。

3、骨折或脱臼：用夹板固定后再用冰冷敷。从大树
或岩石上摔下来伤到脊椎时，将患者放在平坦而坚固的
担架上固定，不让其身子晃动，然后送往医院。

4、食物中毒：吃了腐败变质的食物，除会腹痛、腹泻
外，还伴有发烧和衰弱等症状，应多喝些饮料或盐水，也
可采取催吐的方法将食物吐出来。

（本报综合）

藕 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藕夹是咸宁本地的特色食物，过年过节的时候总要
做上一些招待亲朋好友。煎炸过之后味道更加好吃，而
且可以放很长时间都不坏，也很方便。

准备好藕、碎肉、淀粉、面粉、泡打粉、葱花、姜末等食
材，做藕夹要用脆藕，也就是嫩藕，它有两大特点，一是表
皮颜色浅、藕身细长，二是藕口比较小。碎肉要选用三分
肥七分瘦的，吃起来口感更好。

先把藕皮刨掉，注意不要刨太深。然后将藕切成片，
第一刀切到莲藕的3/4，不要切断。第二刀再切断，这样
就可以往里面塞肉了，两片藕片厚度大概是0.5厘米。

水里放一勺盐，把莲藕放下去浸泡，这样不仅不容易
发黑，还能给它增加韧性。在半斤肉末（肉末用碎肉器研
磨）里洒1勺生抽、半勺生粉、少许姜末和少许葱花，将肉
馅搅拌均匀。

肉末放置一会起胶，把筷子插在上面筷子不会倒时，
就可以开始酿肉了。将莲藕捞出，沥干水分，在两片藕中
间擦一些干生粉。干生粉用碾磨器打成细粉。

为了让藕夹外皮更加酥脆，我可以调一个面糊。在
碗里放3勺面粉、1勺生粉和半勺泡打粉，慢慢加两三次
水，搅拌均匀。

面和到像油质一样流动时，面糊就做好了。锅里倒
入刚好能没过藕夹的油，烧到150度，滴几滴面糊进去，
能马上浮起来就说明油温合适了。

藕夹裹好面糊后一个个放入锅里，炸到浮起来，捞
出。将油再次加热至沸腾，将藕夹回锅复炸30秒。

需要注意的是，炸制时油温不能太高，否则成菜外焦
内生。藕夹挂糊宜薄，以能看见藕孔为佳。

莲藕的清脆甘甜和肉馅的鲜美搭配得天衣无缝，只
要餐桌上有这道菜，就不会出现众口难调的难题。而且
藕夹营养价值很高，富含铁、钙等微量元素，植物蛋白质、
维生素以及淀粉含量也很丰富，有明显的补血益气，增强
人体免疫力作用。

那一个个金黄色的藕夹堆在一起，你只要看一眼就
会流口水。吃到嘴里又香又脆，吃了一个还想再吃一个，
这绝对是一道极富咸宁家乡特色的风味小吃。

官埠，顾名思义，是当官的人下榻的
码头。听老人们讲，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
古代，主要依靠水路运输，埠头几乎逐水
而生。唯有官埠是为咸宁在外当官者回
乡而建的码头，自古以来就淌着咸宁人的
面子和荣光。

三面临水的官埠桥，地图恰似龟背形
状。境内有淦河，横沟河流过，座拥斧头
湖18公里湖岸线，张公，渡船，官埠等三
个工业园区正演绎着经济发展的繁华。

远去了昔日渡口边商贾们讨价还价
的喧嚣，淡去了渐行渐远的乡愁，走在官
埠桥的条石古街上，那剥落的墙体，那淌

着茶麻竹桂香的店铺商号，那依稀热力的
叫卖声，在远去的时空中不断回响，总在
心中头浮现往昔那抹繁华的一梦。

白墙黛瓦的古屋掩映在竹波绿浪
里。沿着广场下有氧步道绕村而行，接天
莲叶碧，粉荷绽花香。一脉溪流水，唱响
幸福长。

与传统文化相呼应的，现代农耕文化
图，山水烟雨图，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组
织振兴、生态振兴等现代乡村振兴图等宣
传文化栏。这些悄然兴起的文化宣传点
缀乡间，在移步换景中相映成趣，让人沉
醉不知归路。

如果说历史文化是官埠桥的名片，生
态绿色是官埠桥的底色，那一个个崛起的
项目建设一定是官埠桥腾飞的密码。

君不见，十二年一贯制的鲁迅学校正
以“立根为本”为训喷薄而出，恒大养生谷
建设正欢，长岛未来城十几辆挖机正在工
地挥舞手臂，梦蝶湖，落雁湖，际华园，大
洲湖湿地……10多个投资50亿元以上的
项目正破土动工，架构成一个呼之欲出的
官埠新区。

“建好官埠新区，建功一定有我，功成
不必在我。"这是官埠桥镇3万余干群在
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发出的最响亮的誓

言。官埠新区将与梓山湖新城一起构成
咸宁临湖崛起的北部城市空间，成为市区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行走在这样的美丽乡村，穿行在这样
富有诗意的生态湿地中，徜徉在项目扎推
的热土上，我的心儿正随斧头湖水叠浪不
止，思绪正随百鸟驰骋蓝天，幸福正如万
鱼欢戏浅底。

官埠桥，当岁月流淌成精典
○ 特约记者 胡剑芳

行者无疆

这里森林盖率达96%，凉爽宜人，美景如画，溪水潺潺——

避暑胜地九宫山
云中湖景区

云中湖，云绕
雾缭之湖，因其高
在峰顶耸入云表
天际，常有雾团飘
于湖面，故名云中
湖。因白云浮于
水面一触即起，又
有“吻天湖”、“天
心湖”等诗情画意
的名字。岸边青
山起伏，船行碧波
之上，云雾缭绕，
似近似远，飘渺神
秘。

金鸡谷

金鸡谷，位于
九宫山西侧金家
田管理所，到处蝶
舞蜂喧，莺歌燕
舞，满目芳菲，她
是九宫山风景精
华之地。这里群
峰高耸，古木参
天，是植物王国，
动物世界。溪泉
潭瀑终年喷珠漱
玉，珍奇的动植物
都在这个宝岛上
世代繁衍生息。

中港

中港景区由
古民居“周家大
屋”和“中港十八
潭”两大部分组
成。周家大屋位
于中港景区东南
部，是中港景区主
要景点之一，占地
面 积 4400 平 方
米，内建有祖宗祠
堂，小姐闺阁等，
大小房间132间，
48 个天井，家家
相同，户户相连。

闯王陵

闯王陵门楼
为三门四柱，牌坊
样式，为钢筋水泥
浇灌。表面脊筒滴
水，仿明清饰鸱
尾。门前横径石
桥，正门镌刻宋体
金字“闯王陵”。右
侧是李自成陵墓
文物管理所，左侧
为小园林，名贵花
木 四 季 飘 香 吐
翠。整体建筑依
山就势，气势宏伟。

铜鼓包

铜鼓包，也叫
铜鼓峰，是九宫山
的 主 峰 ，海 拔
1546 米，峰顶极
像一只巨大的圆
鼓，故名铜鼓包。
它与三峰尖、龙瑞
山、老鸦尖四峰都
在海拔1500公尺
以上，形成幕阜山
脉 段 的 高 耸 奇
峰。1986年修通
了铜鼓包至森林
公园的旅游公路。

石龙峡

石龙峡风景
区，是九宫山风景
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位于铜鼓包西
侧的三峰山北麓，
海拔高1400米左
右。建有石拱桥七
座，铁索桥二座、跳
石、栈道各一处。
明代通山县礼部侍
郎朱庭吏所筑的两
崖行窝，和明末清
初的懒拙和尚野居
处，皆在北山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