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日暖阳下，南林桥镇格林农业园被“全副武装”的春耕小分队唤醒。一千多亩
的沙糖桔示范基地内，园区负责人张庆军在忙着张罗。

格宁农业有限公司是南林桥镇2019年引进的农业龙头企业，也是该镇以产业发
展带动精准脱贫的样板工程。以镇区南中畈为中心，辐射罗成、梅溪、青宕和港路村，
优质沙糖桔种植面积扩大到1万亩，展望今年园区发展的目标，张庆军激情满满，而眼
下最首要的则是不负春光。 通讯员 孙志成 孟军 孙恒 摄

万亩桔园
争春晖

如何将疫情带来的损失夺回来，各
地群众春耕备耕行动如何？连日来，记
者在通山县各地采访看到，在田野中，只
见一群群乡镇、村干部在指导群众开展
春耕备耕工作；在农家书屋，不少群众在
网上淘宝，了解农资品种、价格；在村
（居）党员群众活动中心，县里派出的农
技讲师团在为群众传授科学技术和致富
经……所到之处呈现一派新春新气象、
服务发展忙的景象。

送货上门省民力

过去一到春耕，通山县九宫山镇韩
家村村民韩忠胜就犯愁：韩家村地处深
山之中，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春耕前期

要准备农资、种子、地膜、肥料等，全靠自
己出山到集镇和县城去买，来回运输就
要很大一笔费用。今年，他乐呵呵地抽
着烟，指着眼前的化肥、种子告诉记者，
这是镇党委书记张炳恩带领镇农技站工
作人员送来的。他说：“今年买农资再也
不用自己出山了，镇政府组织各农资供
应点直接送货上门，非常方便！”

据了解，在去年底九宫山镇农技服
务中心积极联系上级农业主管部门，提
前备足种子、地膜、化肥等各种农资，在
各村设立销售点，同时采取送货下乡，电
话预约等形式为农户服务，还附带进解
识别假冒伪劣农资方法，为群众发展生
产、加快致富步伐提供服务。

网络销售增民收

每天早上，洪港镇三贤村蔬菜种植
大户李相国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发
布蔬菜供求信息，浏览农业网站，了解市

场行情，并同外地客商联系蔬菜种植订
单。“如今再用‘人山人海’的老办法搞春
耕已经不行了，科技时代就得靠新方法
种田，你看，只要在农业信息网站上轻轻
一点，我就对今年蔬菜市场走向有了初
步了解，外地客户也能直接网上下单订
货，既省时又省力。”李相国欣慰地说。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洪港镇把
电子商务服务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
载体，不断建立健全信息服务体系，并组
织各村（居）利用远程教育网载体，对农
民进行电脑知识培训，使村民迅速掌握
电脑技术，让农民通过网络学科技，找信
息，览商机，了解农情民事，掌握市场运
作走势，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与市
场接轨。网络已成为广大农民致富的

“千里眼”和“顺风耳”。

农技培训提民技

“过去种地，都是靠人力自己动手挖

田耕地，好一点的人家就是用耕牛耕田，
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大畈镇板桥村
村民刘子建对记者说道：“现在耕地都是
机械化了，耕田机一下田，几个小时就干
完了过去七八天的活，省时又省力，镇里
还派人教我们维修机械。”

今年，大畈镇政府把机械化耕作手
段作为提高农业产值的重要举措，大力
推广新机具、新工艺、新模式提高全镇农
民科学技术水平和农业生产科技含量。
为了提高农民种植技术水平，镇里从县
农业、农机等部门请来技术员，深入到村
湾，向农民讲授种、养殖业技术，在田野
面对面给农民传教农机操作技术；组织
农机维修服务小分队，帮助和指导农民
做好农机保养，调试和检修；组织科技服
务小分队，定期深入农户家中，田间地
头，现场培训水稻播种、机械耕作、节水
灌溉等技术，确保农民粮食增产、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新春新气象 服务发展忙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王能朗 通讯员 夏恢开 谢宏波 全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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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夜间巡查餐饮市场
本报讯 通讯员施仕寨报道：为进一步强化疫情期间全

县餐饮市场监督管理工作，3月14日晚，通山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深入城区对各餐饮店、夜宵店开展突击检查，确保疫情防
控工作不留死角。

按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要求，疫情期间，全县所有夜
宵店、夜市烧烤摊点、棋牌室等人员聚集场所一律暂停营业。
当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经营宵夜的大排档、烧烤店为重点
检查对象，对不听劝导偷偷营业的各餐饮店、烧烤摊、大排档
坚决予以强制查封和关停，切实做到严查严防，确保疫情防控
工作做实做细。

截止目前，该局夜间巡逻共出动执法人员100余人次，检
查餐饮店50余家，关停存在营业聚餐行为的餐饮店10余
家。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加强疫情期间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大力强化夜间餐饮服务单位负责人的主体责任
意识和疫情防控意识，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和就餐场所病
毒传播风险，全力打赢疫情阻击战。

通山县民政局

兜底保障困难群众
本报讯 通讯员徐慧报道：舒春燕是厦铺镇花纹村一户

低保贫困家庭，聋哑一级。疫情防控期间，丈夫谢志勇因病去
世，留下年迈母亲和两个未成年孩子，生活陷入困境。得知这
一情况后，厦铺镇民政办及时送去4000元急难救助金，提高
低保金标准，还安排干部包保开展关爱服务。舒春燕接过救
助金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根据县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
要求，县民政局“三举措”全力做好特殊贫困群众的救助工
作。创新工作方法。简化程序，下放低保、临时救助审批权
限，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对象纳入救助范围，启动急难救助备用
金制度，采取现金支付方式救助。加大保障力度。提前发放
了2-3月救助金，按城市保障对象500元/人、农村保障对象
300元/人的标准发放了一次性困难物资补助金；补发2个月
物价补贴；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确诊新冠肺炎的，增发一个月
救助金(护理补贴)。开展关爱服务。将村（居）信息员转为特
殊困难群众包保责任人，履行代领代购、心理疏导、人文关怀
及防控知识宣传等职责，督促特困供养对象照料监护人履行
好义务，保证城市救助对象7天按120元/人的标准配送生活
物资。

据统计，疫情防控期间，民政局共发放各类补助金达
2580.37万元，惠及23563名贫困对象，其中发放城乡低保、
特困供养金计1343.57万元；发放12月、1月物价补贴430.42
万元；发放特殊困难群众物资补助金781.25万元；发放4名低
保确诊患者护理补贴0.13万元；拨付乡镇急难备用金25万元，
救助急难型对象196人。另外采购7.9万元生活物资发放到
各福利院，切实解决了全县特殊困难对象的迫切需求。自政
府实施封闭管控以来，全县没有一个困难对象受到疫情影响。

通山县税务局

积极做好社保征收
本报讯 通讯员程雄报道：新冠肺炎来势汹汹，在此期

间，为贯彻落实好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费征缴服务工作，保
障全县人民的自身利益，县税务局党委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
专项工作组，联合县医保局、扶贫办紧急沟通协调，制定相关工
作措施，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征缴服务工作，切实解
决城乡居民因疫情无法缴费造成不能报销的情况。

此次社保征收工作从1月31日起，各分局派业务骨干15
名，负责12个乡镇代缴业务操作。县税务局主要通过三种方
式进行征缴服务：一是将未缴医保的精准扶贫户清册发放给
各乡镇所属村（社区），各村（社区）征收后将缴费清册以及基
金微信传递给税务局社保股，再由社保股分发给包保乡镇的
税务干部通过手机APP缴费。二是通过微信、QQ等方式对
外宣传医保缴费政策以及缴费方式，特别提醒疫情期间缴费
不影响报销待遇（即随时缴随时享受），需要缴费的通过微信
方式提交给社保股集中代缴。三是对在医院集中治疗的，由
县医院查询是否缴费，对未缴费的及时通知个人并告知税务
局代缴人员手机号码进行代缴，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医保征
收工作顺利进行。

从2月1日至3月13日期间，该局医保征收工作累计征
收1088人，征收金额206375元。

黄沙铺镇是通山县的北大门，位于
通山、咸安、阳新两市三县的交界处，其
东与阳新县毗邻，西北与咸安区交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镇摸排
到外地返乡人员4947人，其中涉武汉返
乡人员3622人，其他重点地区返乡人员
1325人，在通山县12个乡镇中排名首
位，由此面临着的人员管控、防病毒扩散
形势严峻，压力巨大。

该镇严格贯彻落实省市县疫情防控
指挥部相关精神，严格执行“内防扩散，外
防输入”的人员管控战略，全力切断疫情
感染传播渠道，众志成城打好疫情防控阻
击战。据统计，该镇共发生确诊病例6
人，截止目前，已全部治愈出院，疑似病例
8人也已全部解除疑似观察，疫情病例收
治和管控成效显著，为全县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了黄沙铺镇应有的作为。

内防扩散——
网格化隔离，严实封闭到村组

面对着如此大的返乡群体，强化宣
传，让他们形成配合管控和自我隔离意
识，是重中之重。

毛杨村对重点地区返乡人口的管控，
是该镇的一个集中缩影。村支书杨道水
介绍，1月24日之前，有449人从省内重
点地区返乡过年，其中从武汉返乡的就有
435人，面临的人员管控压力巨大。

该村不等不靠，1月26日，驻村工作
队、村两委干部、村湾理事会成立摸排小

组，对全村25个自然湾进行地毯式的上
门摸排，对所有449人建立一人一档，并
严格落实“三包一”制度，包保人员每日
上门两次，严格督促其量体温。

同时，该村各村民小组第一时间响
应封闭村湾的要求，设置25个隔离点，
由各湾组党员志愿者24小时值守，封闭
进出道路，对有发热迹象的村民第一时
间送到县里定点医院隔离观察；村委会
发动10个党员志愿者组成巡逻队，招募
4台应急车辆，每天在村组道路上巡回播
放县防控指挥部的通告。

该村各个村湾小组，充分调动无职
党员、乡贤、红白理事会、进步青年等民
间力量，利用喇叭、敲打锣鼓等方式，每
天在各村湾巡回宣传，劝诫村民不要聚
餐和聚众打牌，安守居家隔离规定，并发
动群众相互监督，形成了浓厚的居家隔
离氛围。

该村1组组长阮班利介绍，组里面共
有村民400余人，但从武汉等地务工回乡
的就有100多人，由于发动宣传早，该组
从1月24日（大年夜）就对组里2个进出
路口进行了封闭，由志愿者24小时看守，
在全县所有村湾中属于封闭最早的。

通过细致到末节的网格化管控，该
村1例确诊患者、5名密切接触人员第一
时间进行了医学收治、隔离留观，实现了
未造成互相传染的良好局面。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该镇构建起
“镇、村、湾组”三级防疫监控体系，共封

闭村主干道28条，封闭自然湾165个，共
投入抗疫力量1265人，成立镇级督查巡
逻队4支，村级10人巡逻队18个，巡逻
队员们统一穿着迷彩服，实行军事化管
理，每天24小时走街串巷巡逻。形成了

“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的“大巡逻、大
走访、大排查”防疫格局。由于隔离管控
措施到位，该镇未发生一起互相传染案
例，未发生群体性的恐慌事件。

外防输入——
守土必负责，铁面执纪立规矩

由于地理区位较为开放，黄沙铺镇
与咸安区大幕乡、阳新县王英镇有着较
长的边界线，点多线长面广，环境复杂。
据统计，涉及到县际边界的路口卡点有7
个，涉及到新屋、大地、泉塘等7个村。

“我们要求每个边界路口卡点值守
人员保持高度的戒备心，不放过任何‘蛛
丝马迹’，如有纰漏，军法处置！”黄沙铺
镇镇长程国剑说，全县拉响放晴防控战
时警报，防止外地疫情输入是当前最大
的纪律，任何人不能逾越雷池半步。

“现在是疫情期间，没有证件不许进
入我村！”3月3日，新屋村边界卡口执勤
的工作人员阮某对想越界进村的人厉声
说道。

当天，王英镇村民杨某等4人欲通
过卡口进入新屋村，由于没有正规证件，
遭到卡点工作人员明令拒绝，杨某不服
从管制，态度蛮横想要冲卡。阮某以身

作则，丝毫不畏惧杨某等人的嚣张气焰，
将身体挡住了杨某的去路，杨某气急败
坏，出手打伤阮某后，逃回到家中。

黄沙派出所出警后，及时将阮某送
医，并通知王英派出所配合处置了杨某
的违法行为，此事在镇里被广为传颂，大
家都称赞该卡口工作人员尽责尽职，守
土有功。

“我对这件事情深表同情，但县里有
规定，县界卡点不准通行，请大家原路返
回……”3月10日，泉塘村村支书王贤平
对想越界进村的人耐心劝导。

原来，五组村民张某因突发心肌梗
塞，抢救无效后死亡，其娘家兄弟亲戚一
行5人从王英镇赶过来吊唁。正在边界
卡点值守的王贤平摆事实、讲道理，动之
以情，晓以利害，成功阻止了这一起越界
聚集事件，避免了可能性的疫情输入现象。

守好大门，对想越界过来赏花的咸
安群众说不；守住大门，对5里之外想越
界过来购买物资的阳新村民说不；守牢
大门，对两地想越界过来探亲访友的群
众说不……2月以来，该镇7个县界卡口
工作人员挺起非常之责，牢牢守住疫情
输入的关卡，切断病毒感染源。

此外，该镇纪委加强对党员干部防
疫工作的执纪监督，用问责之剑树立防
疫战疫的纪律标准，督促全镇党员干部
靠前指挥，同心同德抗击疫情。据统计，
疫情期间，全镇追责处理10人，其中免
职处理村支部书记1人，立案处理6人，
组织处理3人。

巍巍大幕山，壮心守疆土。镇党委
书记成理说，全镇党员干部不忘为民初
心，牢记抗疫使命，以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的觉悟心态，牵住内防扩散外控输入
的牛鼻子，全力为41000余名群众的健
康谋福祉，向全县抗击疫情贡献了黄沙
作为，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守牢北大门
——疫情防控下的通山县黄沙铺镇答卷

○ 通讯员 徐世聪 杨乐 孟令炜

“一村一案”春耕忙
本报讯 通讯员伍文俊、施仕寨、徐

剑、焦阳报道：通山县在扎实做好疫情防
控举措的同时，按照“一村一案”工作要
求，全县187个行政村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了切实可行的春耕规划，掀起春耕生
产热潮。

近日，在大路乡杨狮坑村，4000多
亩的油菜基地通过提前管理，在2月底
经过无人机喷药施肥后，现在长势甚好，
随风摇曳的油菜花成了一片片金黄灿烂
的花海。该村村民们扛起锄头穿过花
海，走进田间地头忙着翻耕、播种、盖膜，
抢种春玉米。

该村八组村民余启明在疫情防控期
间，因为怕不能赶上农时，而担忧今年的
收成。但是，随着村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出的抢种1000亩春玉米的春耕生产规
划后，县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送来了
800斤种子、10吨化肥与1.5吨地膜，并
组织村民安全有序进行春耕生产，这让
余启明心里松了口气。

在大畈镇大坑村，该村充分利用全
镇的枇杷龙头企业八福康枇杷合作社作
为全村春耕生产优势，制定了一套以“公
司+合作社+农户基地+协会”的春耕生
产方案。据企业负责人介绍，正是得力
于“一村一案”才使得枇杷抢时抢工及
时，没有造成经济损失。

据了解，为更好实施“一村一案”工
作，推动春耕生产顺利开展，该县调运储
备水稻和玉米种子64.5 吨、化肥4815
吨、农药23.8吨、农膜8吨；调运旋耕机
等农机具7824台套，共完成各类农机具
保养、调试和检修2160台（部）。

3月15日，晴空万里，春风和畅，驱散开疫情阴霾，让人心
旷神怡。九宫山镇连绵起伏的山峦里散落着300余名特殊的

“春游客”穿梭在丛林间。他们是生态护林员和防火员。
据悉，全镇 316 名生态护林员和防火员，配备“八个一”

（一个喇叭、一个手电筒、一个水壶、一件马甲、一支笔、一个笔
记本、一只袖章、一份意外伤害保险），加强防火宣传和巡逻工
作，避免火情发生。 通讯员 陈立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