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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泊咸宁 不问归期
——第十一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暨旅游产品推介活动侧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丁维 通讯员 蔡祖峰

9 月 27 日晚，游人如织，星光璀
璨。湖北·咸宁第十一届温泉文化旅
游节暨“香约温泉·心泊咸宁”旅游产
品推介会在此精彩上演。

咸宁风景让人沉醉

“山青青一眼望不到边，水漾漾湖
泊相依相恋……”一曲悠扬缠绵的《天
下咸宁》，吸引了汉街游客的注意力。

幽幽竹海、潺潺温泉、巍巍九宫、
灼灼野樱……香城泉都咸宁的美丽风
光伴随着动听的音符，一一展现。

还没回味够美景，《我和我的祖
国》旋律响起，现场所有嘉宾和观众一
起投入到动情的大合唱中。紧握住红
旗、舞动的手臂，让现场汇聚成红色的
浪潮。

启动仪式上，嘉宾们手捧温泉水
导入启动台内，瞬间烟雾缭绕、香气氤
氲，仿佛就站在咸宁的桂树下，馥郁芬
芳、沁人心脾。

“我真冇想到，咸宁越来越美了。”
正在逛街的武汉市民陈敏忍不住停下
脚步驻足观看。

舞蹈《桂乡秋月》把咸宁桂花文化
融入优美的舞姿中，令人如痴如醉；
《乐游咸宁》以情景剧的形式，展示咸
宁旅游风景，推荐了咸宁旅游精品路
线，让人耳目一新。《对酒歌》、《姐连
郎》等咸宁特色风情歌舞一登台便惊
艳了全场，吸引了游客的关注，在欢呼
和掌声中不断将推介会推向高潮。

咸宁美食欲罢不能

“怎么有这么细的藕啊。”“这是嘉
鱼的野藕，上了《舌尖上的中国》，营养
价值才高，武汉都难得找到。”说完两
名武汉阿姨，又往购物袋里放了两提
野藕。

推介会还未开始，会场里已经人
头攒动，美食风味展区贺胜桥的鸡汤
要尝一尝，嘉鱼的螃蟹和野藕是一定

要带回家的，簰洲圆子、赤壁鱼糕鲜到
舌头忘不了，赤壁的青砖茶闻名遐迩，
通城豆干、崇阳麻花、通山麻饼……咸
宁各县市特产美食令人大饱口福，欲
罢不能。

“现在大家生活物质条件提高了，绿
色生态无污染的食品其实最受老百姓欢
迎的。”来自武汉的退休干部肖端平说，
比起深加工的速食食品，咸宁的美食在
口味、健康、绿色生态上都更胜一筹。

现场，正宗刘土鸡汤湖北地区负
责人汪飞龙告诉记者：“今天听到最多
的话就是‘买买买’，展区内所有的货
品都被买空了，如果咱们的推介会能
多持续几天就好啦。”

咸宁旅游令人神往

来自国内各大直播平台的网红们
成为现场的流量担当，向网友们尽情
展示咸宁。

在北京读书的徐然，通过《咸宁日

报》直播平台《直播咸宁》，全程观看了
推介会。“我的室友们都称赞我的家乡
咸宁山青水秀颜值高，历史文化底蕴
好。特别是崇阳柃蜜小镇、嘉鱼田野
乡村公园完全颠覆了乡村旅游的老旧
印象。”徐然说，一定要找机会带他们
亲自来体验。

据悉，湖北·咸宁第十一届温泉文
化旅游节将于9月至12月举行，期间
还将举办“桂花香里读中国”诗歌朗诵
会、“咸宝和小宁”的传奇之《踏月传》
动画片开拍仪式、2019咸宁国际温泉
马拉松赛、第四届“咸宁味道”美食文
化节等系列活动，为更多的游客呈上
一场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

自2009年起，咸宁已连续成功举
办了十届“中国·湖北咸宁温泉文化旅
游节”，通过十年的累积，“香城泉都”
旅游品牌和美誉度不断提升，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走进咸宁、感知咸宁、心泊
咸宁。

水果采摘
带动乡村游
10月2日，嘉鱼县新街镇世外葡萄

园，一名小女孩正在体验采摘乐趣。
近年来，该镇依托区位优势，大力

发展瓜果蔬菜产业。截至目前，全镇瓜
果蔬菜专业合作社达到 20 余家，每年
吸引游客达到50余万人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杨远思 摄

2年前，大导演张艺谋带电影《影》
摄制组到赤壁市官塘驿镇张司边村取
景，“老谋子”为该村题名“醉美生态竹
乡”。张司边村声誉鹊起。

9月23日，记者走进“醉美生态竹
乡”，漫步在竹林绿色小道，眺望远方
翠绿的竹海，呼吸着带有淡淡清香的
空气，听着林中悦耳的鸟鸣，走进林间
竹屋歇一歇脚，饮一杯青砖茶，仿如来
到世外桃源。

张司边村位于官塘驿镇东南部，

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4户180人。
2016年，该村在驻村帮扶单位赤壁市
住建局的帮助下，整村脱贫，成为全市
第一批脱贫的贫困村之一。

3年来，该村依托现有的资源条
件，在赤壁市住建局的帮助下，引进项
目，发展产业，村民们的收入有了保
障，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希望。

“现在，我们村已经有了以‘公司+
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经营模式打
造的果蔬基地，有石龙湾山庄、阳春果

木基地、劲松农林专业合作社百果园小
型田园综合体等多家项目，为村里带来
了丰厚的收益。”村支书刘弄璋说。

阳春果木基地是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返乡创业人员兴建的。基地以种
植、有机采摘、生态旅游为依托，以“公
司+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直接带动
贫困户就业9人，间接就业23人，为贫
困户年增收5000元。

贫困户刘春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兴奋地说：“以前没有在基地做事的

时候，赚钱非常难。现在家门口就能
拿到收入，还有保障。”

在引进项目的同时，赤壁市住建
局还依托该村丰富的竹木资源，打造
笋竹林基地，组建专业合作社，为贫困
户年增收4000元。

如今，张司边村优美的自然环境
逐渐被商家青睐。赤壁市子敬健康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该村签下“湖北省
老干部局康养基地”合作协议。张司
边村的未来一片光明。

张司边村：生态产业助脱贫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李瑞丰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
讯员饶婧兰、金志超报道：“借
助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提
升’行动的东风，实现我们村基
础设施提档升级。”9月３0日，
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长岭村支
书镇胜利站在被铲车翻出的黄
土上信心十足。该村村湾停车
场修建工作正在加紧施工。

该村小汽车越来越多，停

车难也成了新问题。村民们
一致同意将村组路旁的空地
用于修建村湾停车场。同
时，该村启动道路硬化、美化
工程，通组路段硬化刷黑，且
沿路种植草皮。现在的长岭
村，垃圾归类、道路刷黑、河道
干净、塘库清澈……一幅天蓝
地绿水清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
开。

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长岭村

加强基建美化人居环境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陈婧、
王小军、李瑞丰报道：2日，记者走进赤
壁高新区高瞻科技生产车间，看到一
片繁忙景象，各生产线上的技术工人
正有序在各自岗位操作。公司生产的
平衡车满电之后可续航20公里。

该项目由湖北高瞻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新建，主要生产智能座舱系统、智
能家居防控产品、电工仪器仪表等。

目前车间有五条生产线，日产能规划
3000台，产值200万元左右，产品主要
出口美国。

2018年10月，总投资8亿元的高
瞻科技落户赤壁，从签约到投产不到
半年时间，投产后智能产品深受欢迎，
跻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今年产值至
少过2亿元。

“培植发展增长点，离不开新兴产业

项目作支撑。”赤壁高新区干部周英说，他
们变招商为选商，一大批符合环保要求、
技术先进、附加值高的企业落户该区。

近年来，该市按照“一个专业园区、
一条产业链、一个增长极”的发展格局
要求，重点打造三大百亿产业，即：依托
循环产业园，以华润电力为龙头，打造
电力循环利用百亿产业；依托应急安全
产业园，以华舟重工为龙头，打造应急

百亿产业；依托电子信息产业园，以维
达力为龙头，打造电子信息百亿产业。

随着三大百亿产业的做大做强，
该市高新区新兴产业在以维达力公司
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以中国应急公司为
代表的应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型
制造、众创空间等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
发展，源力健、泉欣科技等新落地项目
实现顺利投产，新兴产业正在崛起。

打造百亿产业 实现转型升级

赤壁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员朱
绍武报道：10月8日，通山县经济开发
区皇居家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党员
示范岗”上，宋正启正仔细打磨着木
板，生怕出一点差错。

“党支部和公司对我特别关心，我
必须将工作做好。”宋正启说。

宋正启是一名党员，为人勤恳老

实，干活仔细认真，但家境困难。通山
皇居家私党支部了解到他的情况后，
积极为其争取资金补贴改善生活。宋
正启深受感动，工作更加努力，公司将
他所在岗位设为“党员示范岗”。

2015年，该公司成立党支部，积极
开展党建活动，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增
强企业凝聚力。如今，党支部帮助员

工解决了就餐伙食、薪资增长等问题，
得到全体员工一致认可。该公司员工
人数增加50余人，年产值翻了近5倍。

在该县经济开发区，像这样的非
公企业党支部共有10个。

近年来，该县扎实开展非公企业党
组织“百日提升行动”，建立非公企业党
组织QQ群和微信群，并积极发动园区

非公经济企业法人代表组建党组织。
县经济开发区选派11名机关党员

兼任非公企业党建指导员，对非公经
济企业党支部党建工作进行指导，定
期深入企业指导和督查，不断提升非公
经济企业党建工作水平，促进企业发
展。目前，该县经济开发区内75家工业
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实现了全覆盖。

积极开展活动 解决实际问题

通山加强非公企业党建促发展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
讯员潘四清、沈增平报道:9月
26日，崇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崇阳在线妇联一起走进路口镇
福利院，为老人送去物资，并为
老人送去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

在国庆节前夕，这些志愿者
为路口镇福利院孤寡老人和特
护人员送去油、米、水果、点心及
爱心饺子等物资慰问老人，并为
老人清理房间，洗衣做饭，打扫

卫生。同时，志愿者载歌载舞，
为老人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节
目，让福利院的老人们感受到家
的温暖和社会的关爱，让老人度
过了一个温馨、愉快一天。

崇阳县路口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综治办主任沈行军和志愿
者们一起向福利院的老人发放
慰问品，并对志愿者们的爱心行
动表示感谢，同时也祝福老人们
身体健康，国庆节快乐。

崇阳县

为福利院老人送温暖

9月10日至11日，我市开展集贸市场计量器具突击检查，检查了
11 家集贸市场，共计 1465 余台计量器具进行现场检定，合格率
95.6%，执法人员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合格计量器具现场查处。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李亚军 摄

通山县

开展饮水安全应急行动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

讯员黄勇报道：“感谢政府及时
为我们解决用水难题。”9月30
日，通山县水利和湖泊局工作
人员为燕厦、大畈、慈口三个受
旱灾较重乡镇送去发电机和抽
水泵，解决村民们用水的燃眉
之急，村民们纷纷表示感谢。

因长时间持续高温无雨，
该县多地饮用水源干枯、取水
的井水干竭、小河沟断流，严重
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南林桥镇大坪村新铺的管
网布满了整个村庄。“管网铺好
后，我们村的用水难题就彻底
解决了。”大坪村村支书徐锦桃
说，他们村离镇区水厂较近，为

解决村里用水难题，便从水厂
延伸管网，让村民都用上自来
水。

为让群众走出用水难的困
境，该局针对南林桥镇大坪村、
厦铺镇厦铺村、杨芳林乡寺口
村等离水厂较近的村庄，采取
水厂管网延伸的方式，解决村
民饮水难题；对于通羊镇岭下
村、燕厦乡湖山村等水源干枯
村湾，采用就近打水井解决饮
水困难。同时，该县还全面启
动2019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工程完工后将解决所
有村湾的饮水难题。

据悉，该县已投资2893万
元解决群众饮水难题。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
记者童金健、通讯员陈婧、聂爱
阳报道：日前，住方科技智能门
窗产业基地项目正式签约落户
赤壁，成为该市碧桂园项目的指
定供应商。这是该市瞄准产业
链精准招商的又一成功范例。

该项目由碧桂园战略合作
伙伴住方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拟投资12亿元，用地400亩，建
立年产500万平方米智能门窗
生产基地。主要供应碧桂园内
部项目的门窗需求，继而进一
步开拓其他市场。

该市瞄准产业链精准招
商，以供需为本，调整产业结
构。前不久骧腾科技（赤壁）有
限公司落户赤壁中伙光谷产业
园，一举盘活新空间闲置厂房2
万平方米。

今年来，该市通过招商引
资盘活闲置厂房近30万平方
米，盘活企业10多家。除引进
骧腾科技（赤壁）有限公司项目
外，该市还引进一批工业制造
业项目盘活了中伙光谷产业
园、赤马港工业园、陆水工业园
等园区闲置厂房近8万平米。

赤壁市

依托产业链精准招商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
员晏承全 、闫雯雯报道：9月30
日上午，“千人洁镇创省卫”活
动在通城县关刀镇举行。该镇
机关全体干部、镇直各部门、镇
内各中小学、村（社区）书记及

“四员”在内将近1000人参加
启动仪式。

仪式结束后，500余人走上
街头，走进社区、校园进行清扫
和节日氛围装饰。经过集中清
洁行动，街道面貌一新。“道路
干净了，环境美了。”路过市民

纷纷点赞。
今年以来，关刀镇持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解决
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突出
问题为主攻方向，动员各方力
量，整合各种资源，开展集镇街
道整洁、庭院美化、厕所革命、垃
圾治理、污水整治“五位一体”建
设，着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
子变得洁净宜居，道路整齐开
阔，卫生整洁有序，环境优美宜
人，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提高，
全镇“颜值气质”不断提升。

通城县关刀镇

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