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序推进
项目建设

9日，嘉鱼县S102武嘉线四邑至花
园海桥路段，兴达路桥安达养护公司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面大修，压路机、
摊铺机等十余台机械正在进行基层处
理和摊铺作业。

据悉，该公司3月22日全面复工，
在防疫不松的前提下，全力克服施工
困难，有序推进道路施工建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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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0～11日受高空槽东移和地面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12日受高空偏北气流影响，多云到晴天。具体预报如下：10日：多云转小雨，偏北风2～3级，12～24℃；11日：小到中雨，偏北风3～4级，9～17℃；12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3级，7～17℃。

服务热线： 56869

“每天都有人来偷挖和破坏竹笋，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竹种园里的部分名
贵竹种都要消失了！”4月6日，市林业
科学院科研工作者向本报反映。

4月7日上午，记者走进潜山国家
森林公园竹种园。只见沿线的道路用
红绳拉出简易的“警戒线”，每隔一段距
离就能看到“出笋时期禁止入内”“爱笋

护笋人人有责”等提示。然而，靠近沿
山道路一侧的竹园中，竹笋的身姿难以
寻觅，倒是一个个新刨的红色土坑和露
出半截的笋衣十分地抢眼。

这片竹种园于2000年正式建园，
面积150亩。“每年一到出笋的季节，我
们院里的科研工作者就开始兼职护林
员，中午吃饭都在山上。可由于面积太

大、地形复杂，依然防不胜防。这不，昨
天午饭前这里还有3棵笋，当我吃个盒饭
回来，就不见了2棵。”在龟甲竹种植区
域，看着林间已经受伤的孤零零弱笋，市
林科院科研工作者龚苗心疼不已。

“以前潜山是没有竹子的，经过几
代林业人的努力，才发展成现在的规
模。”市林科院副院长刘清平说。

刘清平介绍，1979年，一位林业老
专家在山坳种下49棵毛竹，经过多年
呵护，方生长成片。因竹子的生长规律
是新旧交替，如果竹笋常年遭受破坏，
当老竹死去，新竹无法长成，竹林就会
衰败，失去利用价值。

竹种园内竹种，是在刘清平主持
下，自2000年陆续从浙江、江苏、湖南、
四川等地引进的。共引进了150余个
竹种，有些因不适应本地的气候环境渐
渐被淘汰，保存下来的有120余个。因
为盗挖、破坏行为过于猖獗，导致个别

名贵竹种竹林衰败，长此以往，部分竹
种将会消失。

“由于去年严重干旱，加上小年出
笋本就不多，今年的新笋显得尤为重
要。”刘清平说，竹种园里的竹种就像他
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当年政府花大价
钱从外地引进的珍贵竹种消失，他感到
十分难过。

“引种竹子对竹株的大小、年龄、分
枝高度、健康状况等都有严格要求，并
不是所有的竹子都能做竹种。单个品
种引进，相较成批引进，代价过高。部
分名贵品种现在想重新引进，也不一定
能够找到。”刘清平说，潜山的竹子已经
成为展示咸宁竹文化的重要窗口，是楠
竹之乡的靓丽名片。每天登山健身的
市民达数千人，每年接待省内外参观团
数十批次。

刘清平呼吁，广大市民参与到爱笋
护竹中来，如看到有人盗挖，及时劝阻。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苒宇、
通讯员刘军报道：4月8日下午，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30余名“红马
甲”走进万年路社区第10网格点
华夏小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据了解，华夏小区属“三无
小区”，在疫情防控初始阶段成
为疫情防控工作的薄弱环节和
重点区域。包保单位咸宁供电
公司党员干部迅速下沉，以最
快速度建立起疫情防控检测
点，并成立临时党支部，构建了
党建联防联控抗疫工作体系，
让“三无小区”成为有封闭式管
理、有临时党支部、有服务保障
的“三有小区”。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对小
区楼栋楼道、公共区域和道路
路面进行了大扫除。清理了白
色垃圾和“牛皮癣”，并针对公
共场所、公共设施和卫生死角
等重点部位开展了保洁消毒，
向居民宣传卫生防疫知识。

3月 26日，咸安区温泉街
道办事处万年路社区负责人来
到咸宁供电公司大楼，将一面
绣有“众志成城抗疫情、不忘初
心担使命”的锦旗送到了咸宁
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晖照手
中，向疫情期间放弃休假、冲锋
在前的咸宁供电防疫值班人员
和党员志愿者表示感谢。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包保华夏小区

三无小区变成三有小区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
朗、通讯员谭崇飞、阮文杰报
道：3月27日上午，通山县行政
综合办公楼5楼小会议室坐满
了各方代表，他们就乡村医生
医务水平如何提高、村（社区）
医疗诊所医疗器械如何配备、
村湾环境如何整治等问题畅所
欲言。这是通山县为解决疫情
防控问题，征求各方意见。

通山县在疫情防控过程
中，及时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
组建了由县卫健、文旅、住建、
水利、教育、财政等部门组成的
百人工作专班，深入一线调研，
现场解决具体问题。

百人工作专班深入全县
216个村（社区）、12个乡镇卫生
院、县城6所重点医院以及各个
景区、大型超市、酒店走访面
谈，征求他们对疫情防控、公共

卫生工作的意见、建议，发放征
求意见表500多份，征求意见建
议250多条。走访新冠肺炎治
愈者，了解他们生产生活所需
所盼，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到目前，县政府已拨出专
款，完善通山县人民医院等基
础设施建设，配齐医疗器械；
县卫健局拟定对全县12个乡
镇卫生院、216个村（社区）医
疗室场所进行改扩建；县水利
局决定对各乡镇供水厂进行
升级改造，重点建好库区村自
来水厂，为偏僻村湾农户建好
水井，确保百姓饮水安全；县
住建局积极向上申报，为每个
乡镇的污水处理厂增加新排
污设施；县发改局在建好公厕
的同时，集中财力改造农村

“茅厕”，改善农民居住卫生条
件。

听民意 解民难 办实事

通山疫情防控不松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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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走进咸安
区双溪桥镇，乡村田野如诗如画，农业
春耕备耕正掀高潮；工业生产有条不
紊，做实服务，开足马力，按下生产“快
进键”。

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

牡丹长出花苞、白芍吐出新绿，贝
母花开一田……近日，记者来双溪桥镇
百草兴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园，只见整饬
一新的1300亩中草药基地生机盎然，
浓浓的春意在一条刷黑的四好农村路
中延伸。

“要趁着天晴赶紧除草，不能耽误
下有机肥。”在毛祠村150亩贝母基地，
7组村民陈红根高兴地介绍。10多位
村民正分散在基地除草施肥。

百草兴农业示范园是该区去年通
过招商引资引进的项目，总投资4000
多万元，分三期实施，园内计划栽种贝

母、牡丹、白芍、桔梗等50多个品种，年
产值5000万元，可实现利润700万元，
带动贫困户就业500人以上。目前，一
期已投入1800万元，栽种13个品种中
药材。

“虽然赶上了疫情，但春耕备耕不
能停。”基地负责人陈浩宇说，已备足有
机肥和种子，请足员工，开足马力大干
一场，把疫期损失补回来。

“马上就要移栽了，得亏住村干部
给了我一张联系卡，可以购买平价有机
肥。”在毛祠村二组30亩西瓜基地，56
岁的毛永光脸上愁容舒展开来。

“人勤地不懒。”在杨堡村香泉蔬菜
专业合作社，彭光兴夫妇正在为结果的
番茄打苗。30亩大棚内，豆角、黄瓜、辣
椒、丝瓜等蔬菜绿盈盈的长势喜人，预
计4月中旬可上市，每亩纯收入达万元。

目前，全镇已完成油菜追药施肥5
万亩、蔬菜栽种2000亩，植树造林900

亩，投放鱼苗3万尾，还将落实早稻、再
生稻种植5000亩。

按下工业生产“快进键”

记者来到双溪桥镇湖北精亚麻业
织布公司，经过登记、消毒、测量体温等
程序后进入厂区。

只见整经车间内，一排排纺织机器
满负荷运转，一根根细如发丝的棉线在
机器设备间行云流水般穿梭，一个个戴
着口罩的工人守在旁边不时检查整理，
一幅生产井然的画面跃入眼前。

“疫情期间能在家门口务工挺幸福
的，每月工资能拿4000元呢。”3月6日
工厂一复工就来上班的徐燕高兴地说。

据了解，公司从 3月 6日开始复
工，员工到岗一百余人，到岗率达90%
以上，月产量可达35万米，产品可直销
国内外，目前产能基本达到满负荷运
转。

在九彬村G317国道旁的湖北华
腾企业，去年投入2000万元建起的两
栋厂房宽敞明亮，刚购进的材料堆放整
齐，企业专门制作弱电箱产品。6名刚
从河北回来的技术工人，正在厂内安装
调试设备。

“整个生产过程没气味没污染，产
品不愁销路，目前就是缺员工。”双溪李
容村企业家徐志文介绍，镇政府已帮忙
发了招工信息，就在本地招聘40名工
人。目前，已有10多个村民来报名了。

据悉，该镇源通、成锦等10个企业
将于近日陆续复工复产，孙鉴村等扶贫
生产车间近期也将复工生产。

“统一思想，制定方案，从人员返
岗、摸排农资需求、畅通运输渠道、保障
农资供应等各方面，加强复工复产的指
导和服务。”双溪桥镇党委书记李伟说，
抓实落细全镇复工复产工作，把因疫情
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双溪桥镇：疫后生产按下“快进键”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通讯员 徐俊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9
日，记者从咸宁城发停车场投
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

“咸宁停车”APP 正式上线发
布，已经进入手机应用市场。
这标志着咸宁智慧停车管理平
台建设全面推开。

记者看到银泉大道路边停
车位的白线里，已经被统一装
上了嵌入式地磁车辆检测器。
这种检测器几乎与路面齐平，
远远望去只是地面上多了一个
黑色圆点，而这就是停车位的
电子“身份证”。

车主将车停在了安装地磁
车辆检测器的车位，检测器在
感知到车辆顺利停入泊位后，
会通知巡检人员去采集相应泊
位上车辆的相关信息。车辆离
开车位时，系统将自动计算车

辆停车时间和应缴停车费，并
对车主进行短信或者微信的缴
费信息推送。

目前，市民只需手机下载
APP就可以实时查询停车位信
息、自助缴费（微信、支付宝支
付）和使用一键导航等功能。
平台还会拿出部分停车位进行

“预约停车”，市民可以通过
APP预约停车位。

咸宁城发停车场投资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曾杰介
绍，此次咸宁智慧停车平台运行
共涉及咸宁城区2213个道路临
时停车泊位，后期将接入公共停
车场泊位信息。为了方便市民临
时停车，系统采取了停车一小时
免费的便民措施，但对停车不缴
费的车主可能将纳入个人诚信
系统并采取法律手段进行追缴。

市民停车不用愁

“咸宁停车”APP上线

4月2日，记者走进通山县大路乡
寺下村，农机“奔跑”于田间，农户劳作
于地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在广发农机合作社火龙果基地大
棚，翠绿的火龙果叶挂在支架上，果树
底下一株株杂草冒出了头，4组村民陈
长英蹲在一旁，拿着小铁锹铲除杂草。

“其他果园杂草已清除，目前只剩火龙
果基地了。”陈长英说，她今日主要任务
就是除草。

“前两天下雨，现在土质松软，赶紧
请农户来除草。”合作社会计张先河介
绍，过道杂草可喷药除，果树下的人工

拔，既确保果子品质，也能提高效率。
“合作社缺人的时候就过来帮下

忙，自己也赚点钱。”大棚另一侧，68岁
的村民夏玉英正弯着腰拔草。夏玉英
介绍，她已在合作社务工多年，除草一
天是80元，不同的工种工资不一样，一
年下来能挣一万多元。

咚咚咚……机器声响传入耳中，走
出大棚，一台打田机正在来回“奔跑”，
每到一处，土壤翻耕而起。

合作社相关负责人王定兴介绍，机
器效率很高，几十分钟就能干完一个农
户一天的活。此外，机器翻土效果也比

人工强，能用机器的基本不用人工。
“先将泥土翻松，到时好插秧苗。”

王定兴说，正在翻松的水田主要用来种
植早稻，目前秧苗正在培育。

记者来到早稻集中育秧基地，一个
个白色“小帐篷”在田间拱起，合作社法
人王细伍卷起裤腿下到田里，拆开拱
棚，一个个秧盘整齐排列，一株株嫩绿
秧苗映入眼前。

“赶紧去买点肥料施肥。”王细伍端
起秧盘查看后对员工说。王细伍介绍，
干湿度、通风度等因素都会影响秧苗的
成活率和品质，每天最少要查看两次。

为降低棚内温度，王细伍与员工将
一个个拱棚拆开通风，并为秧苗加水。

“现在育秧是机械进行，又快又
好。”王细伍说，在政府的扶持指导
下，基地采用机械化育秧流水作业，
可一次性完成填土、播种、浇水、覆土
等环节。

据悉，机械育秧一小时能完成800
盘左右，效率提高80%，出苗率提高
50%。

“机械化务农效率高，早已赶回疫
情耽误，所有春耕播种进入正常轨道。”
王细伍信心满满。

机械春耕更高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通讯员 焦阳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见习
记者刘珊珊、通讯员苏浪琼报
道：4月9日，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闫英姿带领市委宣传部党
员志愿者，下沉到社区，开展以

“防疫有我，爱卫同行”为主题的
爱国卫生月活动，以实际行动推
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上午8时，闫英姿和志愿者
们来到位于温泉路的市城管委
原办公楼。记者看到，该处由
于长期无人清理，这里垃圾遍
地、蚊蝇孳生,与仅仅一墙之隔
干净整洁商业街形成了强烈反
差。

志愿者们拿着火钳、铁锹、
扫帚等工具，捡拾垃圾、清扫落
叶，对卫生死角仔细消杀，进行

“地毯式”清理。经过一个多小
时清扫，这里变得干净整洁。

记者了解到，按照市创文

办、市委文明办联合下发的《关
于深入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月活
动的通知》，该片区卫生由城管
委负责。该办公楼目前虽然闲
置，但位于繁华商业区，不应成
为卫生盲区。

闫英姿强调，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是巩固拓展疫情防控
持续向好态势的重要举措，是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的重要保障。要结合爱国
卫生月和全市环境综合整治月
活动，推动环境状况发生革命
性变化。要组织党员干部下沉
到社区开展创文宣传、垃圾清
理等志愿服务活动，主动清理
积存垃圾，主动捡拾眼前垃圾，
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坚持“一
把扫帚扫全城”，为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打造健康环境继续贡
献志愿者力量。

市委宣传部党员志愿者下沉社区

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
潜山公园竹种园部分名贵竹种正在消失

竹笋频遭盗挖谁来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婧 通讯员 戴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