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政策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
的人选择返乡创业。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咸安区返乡创
业是否有相关扶持政策？

该网民表示，他是咸安区农村人，一直
在外地打工，现在一家人想回家乡创业发
展，不知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关扶持政策帮
他们渡过难关？

对此，咸安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该网民一类的返乡创业人群，目前有
以下四种政策能够给予相关扶持。

小额担保贷款。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

请条件的人员自主创业的，可申请最高不
超过15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并给予2年
内的全额贴息；合伙经营创业担保贷款额
度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给予2年内的全额
贴息；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
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
职职工人数25%（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
1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可
申请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
款，可按贷款额度贴息50%，最长不超过2
年。

就业困难人员一次性创业补贴。此项

补贴针对咸安区范围内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和税务登记的自主创业且经营1年以上的
就业困难人员，可给予每人2000元的一次
性创业补贴。

农家乐精准扶贫创业补贴。这项补贴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新开办（2015年1月
11日以后）农家乐创业，带动就业3人，正
常经营半年以上的人员，每户给予1万元
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农家乐经营户吸纳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半年以上的农家乐
经营户，每吸纳一人补贴2000元，每户农
家乐补贴不超过2万元。

企业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奖
补。此项奖补是针对在咸安辖内区经工商
部门登记注册参与就业扶贫的企业，吸纳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签订1年以上劳
动合同，实现1年以上的，每吸纳一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就业，给予2000元奖补。

返乡创业有何扶持政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该如何挑选瑜伽服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瑜伽馆教练舒女
士分享了几点挑选瑜伽服的小技巧。

瑜伽服属于穿着贴身类的服饰，加
上运动时会流下不少汗水，如果是化学
材质的瑜伽服，容易影响身体健康。建
议选择纯天然材质的瑜伽服，例如竹纤
维和纯棉，不但质地柔软透气，而且吸湿
力强，具有很强的抗菌能力。

和其他运动相比，瑜伽运动的特点
是节奏比较轻缓，但幅度都比较大，因此
专业的瑜伽服在整体设计上一定不要太
紧，从而保证动作有更好的伸展性。建
议选择上合下松的款式，这样不容易出

现变形，衣袖领口则稍为宽松，以自然敞
开为宜；而裤子则以宽松、休闲的灯笼裤
为主，这是为了保证在进行柔韧性比较
大的动作时不会受到束缚。

随着季节气温的变化，瑜伽服的选
择也有所不同。天气凉的时候应挑选长
袖的上衣，天气热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五
分中袖的上衣。在颜色上建议挑选淡雅
纯静的颜色，以配合瑜伽这项运动。另
外建议初学者最好准备两套瑜伽服，方
便随时替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挑选瑜伽服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

不论是板鞋、运动鞋还是帆布鞋，很多人
都有一双时尚百搭的白色鞋子。但白鞋
实在是太容易脏了，并且洗过之后还会
泛黄，想知道如何才能让白鞋洁白如新
呢？

【记者打听】温泉某鞋店工作人员分
享了有效清洗白鞋的几个方法。

可以选择用牙膏来清洗白鞋。把牙
膏涂抹在白鞋脏的地方，然后使用废弃
的旧牙刷来刷白鞋，因为用鞋刷的话会
伤及白鞋表面皮层。牙膏的清洁能力非
常的好，不仅可以清洗得非常干净，对白
鞋的伤害也不会太大。

小苏打也可以用来清洗白鞋。小苏

打的作用非常的多，它可以清洗白色瓷
砖，可以清洗菜刀上面的铁锈，还可以用
来清洗白鞋。在使用小苏打清洗时，首
先把白鞋浸湿，用肥皂刷干净，然后再把
小苏打涂抹在鞋子刷不掉的污渍上面，
静置一会儿，然后刷掉小苏打，白鞋就可
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在晾晒的时候记
住一定要盖上一层卫生纸，才能保证鞋
子光洁如新。

可以使用白醋清洗白鞋。白醋呈酸
性，可以很好地清洁白鞋表面的污渍。
在使用的时候，首先将白鞋用肥皂刷洗
干净，然后把白醋倒在海绵上，用海绵轻
轻擦拭白鞋有污渍的地方，这样就可以
使白鞋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如何清洗白鞋

崇阳县白霓镇洪泉村原是个
不起眼的村庄，如今却成为网红，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这是如
何做到的呢？记者前往一探究
竟。

新闻追问

问村庄

记者漫步该村时，发现这里活脱就是
一部蒙太奇“3D”大片——

村民家的菜园都是用木桩或竹条编成
的篱笆；小院落则是用石头和砖瓦砌的矮
墙围成的；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房子，在墙
上挂几串玉米辣椒，或者木头装饰铁门、窗
套，再用有色漆刷一下，乡村的味道更浓了
……

“村庄的味道就是朴素、简单，用最常
见的材料扮靓村庄，这种美才能落地生

根。村里资金有限，在人居环境整治中，这
些从老房子上拆下的物料、被丢弃的废旧
物，我都将它们重新利用起来，一砖一瓦、
一花一草由自己亲自设计，用最少的资金
投入出最好的效果。”孙愁说。

今年4月，结合回头岭至大市至白霓至
该村最后到油市的旅游循环线路，该村两委
决定对远陂堰沿线及周边村庄进行整体打
造。没项目，没资金，他们却“脑洞大开”，将
村里的废旧物品全部变身“艺术品”：

残垣断壁上拆下的旧砖和碎瓦，被重
新堆放后，变成了独具特色的院落篱笆；早
已不再使用的猪槽，种上花草，重新焕发生
机；村民们扔掉的坛坛罐罐，被恰到好处地
嵌入墙中，变成了优美的装饰品；村口一座
碍事的废弃水塔，简单一包装，就成了一个

“丰年谷仓”；河道里被洪水冲刷而来的树
兜，捡起来放在草地上，就成了一尊尊令人
遐想无限的木雕……

这些不起眼的废旧物，经他们一番摆

弄，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也给小山村增添了
新景致，留住了游客，帮助村民增收。

“以前做梦也没想到，这些不起眼的废
旧物，会把这么多人吸引到村里来耍。”该
村62岁的素华娭毑说，因为村里弄的旧物
改造的这些“小玩意”，吸引这么多游客来
村里游玩，让她也跟着赚了一把。

“五一高峰时，游客蜂拥而来，车子从
村口堵到了集镇，我们光卖雪糕、矿泉水都
忙不过来。”她说。

一堆“废旧物”堆出网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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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洪泉村为何成网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王旦

今年来，崇阳县白霓镇洪泉村“网红摇
摇桥”一夜爆红。据说，很多人在网上看到
这座桥时，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惊心动
魄。人们只要踩上这座“网红桥”，通过合
力产生剧烈的摇晃，桥上的人就会手舞足
蹈、左右摇摆、心潮澎湃……8月10日，记
者一行前往洪泉村一探究竟。

洪泉村地处白霓镇东南方向，距离白霓

集镇仅4-5分钟车程。沿着通村公路，记者
进入该村时，“网红桥”上游人玩得正嗨。在
动感音乐的伴奏下，三五成群的游人，走上
这水上吊桥，晃悠悠、荡悠悠。虽然有人不
时从桥上掉到水里，但仍喜笑颜开。

记者小心翼翼地走上桥面，脚下的水
波清晰可见，远处的景色尽收眼底，扑面而
来是凉爽的水汽，夏日的燥热顿时烟消云

散。当桥随着音乐晃动起来时，感受到已
提到嗓子眼的心跳……

“自网红桥开设以来，吸引了不少大龄
儿童和适龄少年，成年人更是玩得很开
心。不少游客或者公司纷纷组队前往，在
一决高下的刺激中达到娱乐放松、舒缓压
力目的。”80后青年陈步林是这座“网红桥”
的投资人。他告诉记者，由于这种“摇摇

桥”在周边几个县市都罕见，一时间很多人
前来打卡体验，仅“五一”3天，就接待游客2
万多人。现在一到周末，游客就络绎不绝。

“这里原本是村里一口闲置的水塘，年
初，在网上看到摇摆桥后，我就想到了我们村
的那口水塘，于是就呼唤村里在外的年轻人
回来打造水上乐园。”回忆起“网红桥”的建成，
该村80后村支书孙愁说。

一座“网红桥”叫响周边

洪泉村地处山坡上，以歇马山著称。
境内极度缺水，尽管大市河与村子“擦肩”
而过，但由于村庄地势较高，农田庄稼全部
灌溉不到，导致水稻都种植不了，村民们祖
祖辈辈只能靠种红薯为生。外村人都笑话
该村：“歇马山，薯当餐，早上三碗薯，中午
薯三碗，话一话，薯宵夜。”

2014年，该村两委面临换届，大家商
量着选个年轻、有精力、有思路的新支书，
5个指头数来数去，愁坏了。因为，该村年
轻人几乎都在外面打工，偶尔回来个年轻

人，待不了多久，又被外面的伙伴拉走了。
村里也曾办过企业，但因管理不善导致欠
债近400万元，更没人敢回村当“接盘侠”。

“他当过兵，有闯劲，有思想，肯定行！”
镇、村干部想到了在县城发展的孙愁，并找
上门劝他回村发展。当年5月1日，孙愁
选择回到村里，任村党支书部书记。

“不仅集体经济为零，而且穷得连电费
都交不起，每天讨债的人不离门。”回忆最
初回到村里的情况时，孙愁说，他只能一边
跟债主们做思想工作，一边想着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
“村子脚下的大市河中有座沉睡了一

年多年的古堰，附近还有座古寺庙，思来想
去，只能打个'擦边球’，借这'两古’来发展
乡村旅游。”孙愁说。接着，该村召开党员
群众大会，孙愁将自己的想法在会上说出
来以后，大伙儿拍手点赞，全票通过。

当时，该村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开
个车进来都难以调头出去。在精准扶贫工
作队的帮扶下，村委开始谋划振兴之路。
通过整村规划，先是将古堰附近的15亩土

地全部流转到村里，接着新建远陂堰风景
区、微长城、生态农家乐、停车场等，然后修
路、挖鱼池、建猕猴桃基地、搭鸭棚……

没有项目资金，没有老板来投资，也没
钱请设计师。学过广告设计的孙愁自己动
手，墙上的壁画自己画，施工图纸、装修风
格自己动手制作效果图……

在他的带领下，洪泉村成了旅游名
村。2018 年，该村集体经济达到 7.7 万
元。今年，该村还入股40万到崇阳清竹工
艺制品有限公司，年可分红5万元。

一位村支书带火一个村

车位产权证迟迟未拿到
部门：正在补办相关手续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2016年购买了城区大
楚城地下车库有产权的车位，到如今3年了开发商
迟迟不给办理产权证，总是推脱。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帮助解决。

对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得知情况后，立即与
湖北新瑞融置业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联系，了解相关
情况。经调查，大楚城属湖北新瑞融置业有限公司
的开发项目，位于咸宁市温泉茶花路45号，该项目
地下停车位在规划设计以及验收时，地下停车位建
筑面积未纳入容积率计算范围，没有缴纳土地出让
金，所以该地下停车位无法办理不动产权总证，业主
的分户不动产权证亦无法办理。

《咸宁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管理办法》已在2019年 8月初出台，该公司
现正在积极启动地下停车位补办相关手续工作，该
网民可待该公司不动产权总证办好后，再行办理分
户手续。

深夜飙车扰民
部门：将加大查处力度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最近城区总有人深夜飙
车扰民。

该网民表示，最近深夜总有飙车党在城区路段
行驶，轰鸣声持续不断，飙车声非常扰民，影响附近
居民正常休息。而这些车一般都没上牌，驾驶人有
无准驾证件也无从知晓，对驾驶员自身和他人的安
全有很大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大管控力度，
还大家一个安静安全的环境。

对此，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城区每
晚有人聚集飙车的问题，交警组织了专班对其进行
整治。发现飙车人员聚集飙车没有规律，都是零散
人员临时聚集在一起，且飙车时间多为深夜，对其
拦车检查时，飙车人员都不服从交警指挥，强行冲
岗，若要采取强行截停方式，极易造成人员受伤，因
此实际查处难度很大。

下一步，交警将加大力度对飙车的违法行为进
行查处。首先会多种警联动，联合特警、派出所多
警种，多卡点方式进行拦截，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安
全和飙车驾驶人的安全。其次也将在新闻媒体上
宣传飙车危害性，劝诫飙车驾驶人遵纪守法，遵守
社会公德，还市民一个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

工业园气味扰民
部门：责令整改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咸安经济开发区工业
园半夜散发恶臭，甚至能把人熏醒，希望相关部门
能重视并解决问题。

针对网民反映的问题，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分局
高度重视并迅速调查核实，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
根据排查，发现该网民反映的是湖北天碧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所散发出的气味，这是一家生产塑料颗粒
的企业。该项目（湖北天碧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由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审批，2019年7月11日领取批
文。

经调查，该企业按照环评要求已配套建设了污
染防治设施，由于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喷淋设备水
位口未封闭，导致了气味泄露。投诉人反映问题属
实。

对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调试过程存在的问题，
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分局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厂负
责人立即封闭喷淋设备液位口，采样液位器显示；
加强工人环保意识，制订专人负责制度，建立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台账；加快污染防治设施调试，开展

“三同时”环保竣工自行验收工作。
企业负责人表示积极配合整改，并将联系废气

污染防治设施安装厂商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排
查，合理优化污染防治设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发
挥应有的效能。

二孩家庭如何提取公积金
部门：已详细答疑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自己因生育二孩想提
取公积金，但不清楚具体要求，希望相关部门能帮
忙答疑。

该网民表示，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
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中提出“放宽住
房公积金购房贷款和提取政策”要求，职工生育二
孩后可以提取公积金。自己现在想提取，但不清楚
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在哪里办理。

对此，咸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称，《关于落实住房公积金两孩配套政策的通
知》内容如下：没有贷款的职工家庭，在生育二孩
后可在一年内（以第二孩出生日为准）一次性申请
提取本人及配偶公积金账户余额，最高不超过10
万元。自2018年8月3日通知发布之日起正式实
施。

提取资料有：提取人身份证，结婚证，一孩的出
生证、户口本，二孩的生育服务证（原准生证），出生
证，提取人的银行卡。持以上资料到缴存住房公积
金中心大厅办理即可。

图为该村依地而建的“微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