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人游咸宁”活动拉开序幕
五项激励政策助力旅游市场人气复苏

本报讯 记者镇强、通讯员蔡祖峰
报道：5月22日，市政府印发《关于开
展“咸宁人游咸宁”活动的通知》，决定
在全市开展“咸宁人游咸宁”活动，活动
主题为“抗疫有我，健康生活，乐游咸
宁”，共出台五项激励政策，刺激广大居
民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健康出游，以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帮助我市旅游行
业摆脱困境，逐步恢复旅游市场信心。

——工会福利刺激政策。全市各
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会组
织，应从本年度会员会费中每人列支不
超过200元，用于购买咸宁景区景点门
票（景区景点按五折售卖，实际门票面
值不低于400元），同时鼓励工会会员

携家属出游消费。
——单位团建刺激政策。全市各

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在符合规
定的前提下，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开展
一次团建活动，促进旅游消费。同时鼓
励各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咸宁优品刺激政策。鼓励本
地农特产品企业在重点景区景点通过
降低价格等方式开展优惠购活动，增强
吸引力，提升景区景点人气，同步带动
咸宁优品销售。

——财政补贴门票刺激政策。引
导全市各景区景点在活动期间，对咸宁
游客给予大力优惠。包括：首道大门票
对60岁以上和16岁以下咸宁市居民

免票，对咸宁市其他游客实行五折优
惠；景区内酒店住宿不低于五折优惠；
景区内的餐饮不低于八折优惠。市财
政统筹安排资金，对全市参与优惠活动
的 3A 级以上收费景区给予一定补
助。县级财政参照市财政补贴政策，对
本地参与优惠活动的其他收费景区给
予适当补助。

——2.5天周末刺激政策。全市各
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结合实
际，优化工作安排，试行周末2.5天弹
性休息模式，有序组织干部职工休年
假，倡导干部职工就近旅游消费。具体
操作上，实行审批报备制，由干部职工
提前填写申报表并报批，单位对轮休人

员出游去向进行汇总上报。
本次活动时间为5月22日—8月

31日，持咸宁本地身份证、户口本、学
生证、工作证、单位或村、社区证明等佐
证资料的咸宁人或咸宁常住人口均为
活动对象。

《通知》要求，全市各地各单位要在
经费、时间等保障方面予以支持。各级
领导干部要带头示范，以实际行动支持
旅游消费活动。同时，要做好防控，旅
游景区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
承载量的30%；要建立完善预约制度，
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游；要细化
管理措施，规范游览秩序，避免拥堵，确
保防控到位。

记者手记：

十多年“铲不掉”的菜地，一
周被清除。这说明，只要用对了
方法，“老大难”就不再难。

当前，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步伐加快，需要啃下的硬骨头
还有很多，工作更需要落实落小
落细，根治更多的顽疾或心病。

环境就是民生。希望通过全
市上下的努力，藏在犄角旮旯的
垃圾、匿于边边角角的脏污，都能
如这块菜地一样，被快速清理。
让群众在创建中得实惠、受教育，
让精神文明在一件件小事中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咸安城区西河桥边，车来人往的干
道旁有面围墙，围墙里的空地，是十多
年“铲不掉”的一块块菜地。

4月底，借着“爱国卫生月”活动的春
风，这块菜地一周被清除干净。日前，记
者实地探访，探究菜地十多年“铲不掉”
的原因，以及如今快速清除的缘由。

原菜场搬走，“长”出块块菜地

“这里原先是西河老菜场，后来菜
场迁走了。这块地一直闲置，附近居民
就跑来种菜了。”5月20日，永安办事
处双龙社区党委书记刘望霞，指着已被
清除干净的空地说。

记者看到，这块地面积有3亩多，
前面是围墙，后面是居民楼，靠近居民
楼的一侧，有个小门进出。

双龙社区网格员张晶介绍，2007
年西河老菜场迁走，当年10月，该地块
被咸安区经发集团收储。

咸安区经发集团资产管理部副部
长曹书鹏介绍，该地块原规划建设商品
房，后因靠铁路较近规划不予批复，又
找不到合适的建设方向，因而一拖再
拖，闲置多年。

偌大一块地，空着可惜，附近居民
坐不住了，拿着锄头、带着菜苗，开始在
这3亩多土地上忙碌，很快就“长”出了
十几块菜地。

藏于围墙里，十多年“铲不掉”

记者看到，干道旁的这面围墙有近
2米高，上面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咸宁市民文明公约”“垃圾分类”等
公益广告。白墙彩字加上形象生动的
绘图，让这面围墙看起来醒目亮丽。

《咸宁市民文明公约》第六条，是
“城区空地勿种菜”。讽刺的是，围墙里
却是一块块不时散发难闻气味、夹杂着

各种垃圾的菜地。
据了解，双龙社区和咸安区经发集

团曾一起劝导、清理过多次。然而，附
近居民要么以“地闲着也是闲着，为什
么不能种点菜”为由坚决不清理；要么
刚被清理，过段时间又偷偷种回去。

“居民太勤快了，往往刚清理没几
天，又被撒下了种子。”刘望霞无奈地说。

张晶告诉记者，种菜人都是围墙后
居民楼的住户。菜地离居民楼尚有段
距离，散发的难闻味道对其生活影响不
大，加上他们是受益者，对在这块地上
种菜甘之如饴。

游击战变成了持久战。对于“铲不
掉”的菜地，疲于应付的社区和经发集
团工作人员，只能寄希望于“有面高大
围墙围着，从外面看不出端倪”。

现场督办后，菜地一周被清除

这一拖，就是十多年。围墙上，被
粉刷、印上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咸宁市民文明公约”公益广告。围墙

里，菜地里的菜，仍然蓬勃生长。
今年4月20日，负责永安办事处

环境专项整治督办的市委办副主任程
正宇来到双龙社区，刘望霞忙将这块

“心病”汇报。
程正宇实地查看后，立即电话通知

咸安区经发集团相关负责人，现场督
办。

曹书鹏介绍，区经发集团联合双
龙社区经过一天的协调劝说，于第二天
开始动工，用一周时间将地里的菜和垃
圾清除干净。为了防止再“长”菜，又将
泥土拖走，在地上铺设砖渣。

“我们正规划建设智慧停车场。8
月前，如果项目没动工的话，就种树植
绿。”曹书鹏说，这段时间公司会经常派
人来巡查。

据悉，除了现场督办，我市还采取
跟踪督办、回头看等方式，巩固环境卫
生整治成果。

刘望霞说：“哪里有脏乱差，街道和
社区工作人员最清楚，一旦涉及整治清

理，往往需要上级部门协调。这样的形
式很好，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大家形成
合力，整治了多年的老大难。”

菜地清除前 菜地清除后

十多年铲不掉的菜地，为何一周被清除？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通
讯员李丽报道：近日，咸宁市文
化和旅游局向湖北天天假日国
际旅行社、咸宁阳光旅行社、咸
宁市鄂南风情旅行社等15家旅
行社，发放了 2018 年 9 月至
2020年1月期间旅行社组接团
专项奖励资金，共195088元。

本次符合奖励政策的地接
组团中一日游旅游团74个、游
客 14411 人；二日游旅游团 9
个、游客1214人；三日游旅游
团3个、游客696人。所有奖励

资金预计在本月底全部发放到
位。

据了解，这是《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全域旅游
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以来，由
市级财政发放的第二批旅行社
组接团专项奖励资金。根据文
件规定：市级财政每年安排100
万元资金，专门用于奖励旅行
社开展组接团及相关业务，加
快构建我市大旅游产业格局，
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
极，推动旅游产业高品质发展。

市文化和旅游局

发放195088元组接团专项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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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25日受弱暖切影响，多云、局部阵雨。具体预报如下：23日：晴到多云，偏南风1～2级，18～32℃；24日：晴到多云，偏南风1～2级，19～33℃；25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南风1～2级，21～27℃。明天相对湿度：40%～80%。

服务热线： 56869

22日，107国道赤壁段改扩建工程（城区外迁段），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组织机
械加紧施工。该项目总投资11.4亿元，全长26.93公里，按一级公路双向四车道、时
速80公里/小时标准设计，预计2022年底建成通车。建成后，将极大缓解赤壁城区
的交通和安全压力，拉动沿线经济发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钟文樵 摄

19日，通山县南林桥双创（扶贫）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加快施工。
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规划面积1.2万亩，是该县“一区四园”规划布局的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已有100亩孵化园厂房封顶，先后洽谈客商30批次，20多家企业
等待进驻，重点发展绿色制造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杨清 刘雯 摄

萝卜素来是咸安区高桥镇餐桌上
的主角，但如今，一道新菜赤松茸正成
为餐桌“新宠”。4月27日，记者来到
高桥镇白水畈，寻找“挑战者”的足迹。

在十余亩齐整的土地里，赤松茸经
过一个冬天的蛰伏，终于迎来“野蛮生
长”。赤松茸是一种原产于欧美的野生
食用菌，因生长于赤松林树根部而得
名。近年来，随着人工培育的成功，开
始逐步推广应用。

“最近天气好，只要往地里洒足水，

培养基上的赤松茸便‘蹭蹭’地长，每天
都能收获200斤以上。”咸安利民农业
合作社负责人李建军是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

5年前，咸安区大力度推行秸秆禁
烧，废弃的秸秆大多采取燃料化处置方
式——即集中送往收储站，制成颗粒燃
料。去年底，李建军想到了另一条利用
路径，即将秸秆和竹屑作为培养基，种
植赤松茸。

“用秸秆作培养基，不仅高产，而且

更环保，收获期结束后，废弃的培养基
还可作为优质肥料，轮作其他农作物。”
李建军扳着手指同记者算了一笔账，当
前，赤松茸的亩产高达6000斤，亩产值
约4万元，平均一斤秸秆就能产出一斤
赤松茸。

周边农户将秸秆卖给李建军，一吨
可获利300元；赤松茸的采集需要大量
人工，前来务工者每天可拿100元工
资；产品经切片加工之后，制成干货，售
价高达100元/斤。

“赤松茸口感好、营养丰富，此前
活跃于一线城市的消费市场，如今食
客来店，都必点这道菜，极受欢迎。”一
位高桥餐饮业主告诉记者，在该镇大
大小小的餐馆内，均上市了这道“新特
色菜”，各家餐馆需要主动上门、排队
采购。

作为“试水产品”，目前，李建军的
新鲜赤松茸售价仅为5元/斤，同武汉
的采购商、深圳的电商平台已达成了初
步合作意向。

秸秆培育赤松茸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谨 见习记者 刘珊珊 特约记者 李星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朗、
通讯员谭崇飞、阮文杰报道：“有
培养人一对一的指导，我解决实
际问题的工作能力不断提高。”
近日，通山县慈口乡党委组织委
员、年轻干部吴颖说。

近年来，该县在对年轻干
部做好跟踪培养的同时，建立
了由县委组织部统筹实施的逐
级逐人“一对一”培养制度，各
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联系1名
年轻干部进行“一对一”的结对
培养，定期与年轻干部开展交
心谈心活动，安排年轻干部到
基层一线、信访维稳一线、重点
项目一线锻练成长。

与吴颖结对的是慈口乡党
委书记徐志诚。2019年 6月，
吴颖从通山县纪委机关提拔到
慈口乡担任乡党委组织委员。
徐志诚作为她的培养人，不论
是推进征地拆迁工作，还是驻
村蹲点，他都将吴颖带在身边
现场讲经验、教方法、谈体会，
并刻意将其安排到信访一线参
与处理难点问题。

据通山县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周学东介绍，目前通过结
对帮教、全程跟踪的培养模式，
已先后培养22位年龄在35岁
以下的干部走上了副科职岗
位。

一对一 传帮带

通山在基层锻炼年轻干部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
道：22日，在组织收听收看全省

“知名民企湖北行”筹备工作动
员视频会后，我市召开咸宁市
参加“知名民企湖北行”第二次
筹备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梁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
长熊享涛主持会议。

今年5月至7月，全国工商
联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开展

“知名民企湖北行”活动，活动
目的在于携手知名民企，助力
湖北疫后重振脱贫攻坚。根据
活动的总体方案，我市也将组
织参加此次活动。

会上，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依次介绍前期的筹备

工作情况并现场进行讨论。梁
细林指出，“知名民企湖北行”活
动千载难逢，要强化机遇意识，
把握好、利用好这一机遇，将其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展现
咸宁风貌，体现咸宁精神。

梁细林要求，要做实做细
做优各项全局工作，精心策划，
加强针对性，结合实际，解放思
想，将细节摆在重要位置。要
加强团结协作，整合各方力量，
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放大工作
效能。要坚持目标导向，通过
这次活动，推广咸宁产品，解决
突出困难，引进一批好项目，为
咸宁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作出贡
献。

我市将参加“知名民企湖北行”活动

本报讯 记者马丽、通讯
员龚斌安报道：22日，鄂南职教
集团召开第二届四次会议暨集
团2020年会。副市长刘复兴出
席会议并讲话。

2019年，鄂南职业教育集
团在中高联动、人才共育、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等方面开展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集团的示范
引领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

今年，鄂南职教集团将抢抓
机遇，聚焦高质量发展，使集团
真正成为产教结合的信息汇集
平台、校企合作的组织实施平
台、资源整合的优化配置平台、
人才培养的创新探索平台和教

育成果的社会共享平台，切实提
高集团核心竞争力，力争把集团
建成国家示范性职教集团。

刘复兴指出，当前职业教
育处在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
下，鄂南职业教育集团要抓住
职教发展新机遇，发挥集团化
办学优势，大力推进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合力开创全市职业
教育发展新局面。要进一步解
放思想，与时俱进，大胆实践，
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和企业资
源，建立新型产教结合纽带，加
快构建现代职教体系，为咸宁
市打造全省特色产业转型发展
增长极作出更大贡献。

鄂南职业教育集团

加快构建现代职教体系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赵劭君报道：5月22日，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镇方松率队
赴嘉鱼县，调研家庭教育促进
条例立法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在听取嘉鱼县人大、公安、
教育、妇联、民政等单位部门工
作情况汇报后，镇方松对嘉鱼开
展家庭教育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他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
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充分
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立法
必要性，切实增强开展教庭教育
的紧迫性。要通过立法和相关工

作开展，解决当前家庭教育在意
识、知识、方法上严重缺失的难
点和焦点问题。着重加强家庭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投
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镇方松要求，要充分发挥政
府主导引领作用，加快立法，规
范家庭家育相关工作开展，解决
实际问题。要加大宣传引导力
度，形成全民家庭教育的浓厚
氛围，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齐
抓共管形成合力。要创新方
法，积极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引
导社会机构广泛参与等形式，多
层面多方式推动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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