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特约记者
孔帆升、通讯员唐成报道：“特别感谢
政府，让我成功签订近200万元的订
单。”5月26日，走进通山县九宫山有
机茶基地，负责人曹可俊谈及政府对
自己的帮助，感激不已。

九宫山有机茶基地是融茶叶生
产、加工、学研为一体，实行品牌策划
与经营的农业产业化企业，是我市农
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因受
疫情影响，部分外地客商对湖北产品
心存顾忌，导致基地的茶叶出售十分
困难，企业发展遭遇困境。

县商务局得知情况后，抓住商务

部举办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的机会，
推荐九宫山有机茶参与，使其成功与
天津一大型商超签订了196万元的订
单，化解销售难题。

阳春园麻饼、包坨、唐老农山茶
油等农产品同样因疫情销路受堵，县
商务局积极与大润发、武商量贩等大
型商超以及各特产店联系，打通产销
对接渠道，缓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除了拓宽线下销路，线上渠道
也在不断探索拓宽。”县商务局副局
长朱礼全介绍，县领导也通过网上直
播，推介县内各类特色农副产品。

5月17日，湖北经视、经视v直播+

经视直播抖音号“搭把手”帮扶活动走进
通山，副县长张晓丹与经视主播互动直
播，为广大网友推介阳春园麻饼、杨芳
酱品、尊禧堂鹿血酒等特色农副产品，
短短两小时，售出各类产品10万余元。

翌日，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胡江玲连线著名歌手黄格选，向广大
网友推荐通山枇杷、枇杷膏、枇杷茶
等特色农产品，成功带货15万余元。

早在4月30日，该县还借助“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搭把手、拉一把”农副
产品公益直播活动，推介麻饼、包坨等
特色产品，现场销售近10万元。

电商同样是化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的有效途径。通山电子商务协会副会
长唐国安介绍，疫情逐步消退后，相比
线下，电商更具优势，目前主要借助淘
宝、抖音等十几家电商平台推介通山特
色农产品，每日订单可达五、六千单。

“6月11日至14日，在浙江有个
农产品产销和产业合作对接活动，我
们将介绍企业过去。”朱礼全介绍，展
销活动不仅能提升通山农产品知名
度，更能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据介绍，该县每年至少举办5次
展销活动，今年因受疫情影响暂未进
行，后期将积极举办，为化解农产品
销售难题再出一份力。

线下进商超展会 线上忙直播带货

通山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手机直播
瓜果俏销

5月28日，嘉鱼县新街镇堤坡蔬
菜瓜果交易市场，来自湖南岳阳的水
果商通过手机直播，当日销售新街

“翠玉”甜瓜1万多斤。
新街镇晒甲山村、马鞍山村农户

规模化种植甜瓜、西瓜、南瓜等经济
作物，面积达 3000 亩。因品相、口感
好，瓜果上市高峰期，日交易达10万
多斤。新街镇开辟固定的交易场所，
方便本地种植户和市场对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龙钰
通讯员 杨远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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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潜山脚下，淦河之畔，月亮湾温泉公
园里，有个露天温泉，多年来，供市民免
费“泡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百姓泉”。

日前，有市民反映，昔日水汽蒸腾
氤氲，如梦似幻，给人带来身心舒畅的
百姓泉，如今变得脏兮兮，颜值下降了
不少。

6月2日上午10时半，记者来到此
处。公园门口，路边散落着食品包装
袋，与这里整体整洁、清爽的环境极不
相称。

沿着石阶往下走，记者发现除了落
叶、落花、尘土等，没有什么垃圾。然
而，一进入露天温泉，里面的脏污就迎
面而来，撞入眼帘。

一个泡池里，到处都是烟头、纸屑、
枯叶；另外一个泡池里，有烟盒、口罩、
塑料瓶、破碎塑料等垃圾；一个角落里，
长满了黑绿色的青苔，上面有个腐烂看
不出原形的水果。

此外，泡池旁，原本碧绿清澈的淦河

水，也变成黑灰色，水面上飘荡着枯草。
家住希望桥的市民王大爷，最爱的

就是这眼“百姓泉”，到了泡汤时节，恨
不得一天来泡一次。

“特别是冬天，和好友相约来泡汤，
石头房顶冒出缕缕水蒸气，背后就是一
汪碧绿的淦河水，照映着两岸的绿植，
恣意畅谈，好不惬意。”王大爷说，如今
这里变得脏兮兮的，让人痛心。

“政府为民办实事，出经费将这里
修建得好好的，露天温泉池藏进了石头
房里，掩映在树林间，变得高大上起来，
这么好的地方，可不能让脏污毁了。”家
住月亮湾附近的市民刘青说。

在市直某事业单位上班的丁女士

认为，“百姓泉”的脏污，暴露的是相关
责任单位工作的疏忽。如今，正值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关键时期，每个角落都不
应藏污纳垢，更何况是造福群众、深受
群众喜爱的“百姓泉”？

记者从市城管执法委了解到，该区
域的环境卫生，由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园
林科温泉园林办负责。但温泉园林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只负责该区域周
边环境卫生，河道环境卫生由环卫局负
责，至于露天温泉泡池里的卫生，不知
由哪个单位负责。

曾经美美的“百姓泉”，如今脏兮
兮，实在让人心痛。希望有关部门，能
尽快认领责任，抓紧整改。

温泉城区：“百姓泉”变脏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服务热线： 56869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
朗、通讯员朱必康、方治国报
道：今年以来，通山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率
先创建退役军人县级服务中
心、乡镇服务站、村（社区）服务
室三级服务体系。

建支部，规范组织管理。该
局在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成立
党总支，在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和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室设
立13个支部和205个党小组，让
退役军人找回“家”的温情。

建中心，规范自治管理。
该局在全县退役军人群体中选
择成立10个战友服务中心，定
期组织开展优秀退役军人先进
事迹报告会，引导他们“退役不

退志、退伍不褪色”。
建兵站，规范窗口管理。该

局按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有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
费、有保障”的标准，全县建成县
级服务中心1个、乡镇服务站13
个、村（社区）服务室205个。

目前，该县共受理731名退
役军人人社保险相关手续。为
2867名符合创业贷款条件的退
役军人争取小额贷款3740万
元，为187名退役军人安置公益
性岗位，推荐180名退役军人录
用为村辅警，6名符合条件的退
役军人被安排到全额事业单位
工作，75名退役军人当选为村
（社区）“两委”班子成员，1260多
名退役军人创办了产业实体。

通山创建退役军人三级服务体系
本报讯 记者李嘉、见习记者刘珊

珊、通讯员胡浩报道：街道笔直宽畅、集
镇干净整洁、苗木清新养眼……5月29
日，走进106国道通城段，一个美丽宜
居的马港集镇跃入眼前，一条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示范带逐步形成。

走进何婆桥村新建的党员群众服
务中心，三层主体楼已经完工，正在进
行立面和内部装修。

“以前的老村支部面积小、基础设
施落后，党员群众办事和活动场所受限
制。新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成以后，
将为本村3000多位村民办事带来方
便。”村支部书记郑菊花说。

今年，通城县加快推进106国道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示范带建设，坚持“抓
示范、创特色、带整体”的思路，着力打
造“1234”工程，即：建设1条106国道

党建引领示范带，提升何婆桥、九岭2
个集镇基础设施，打造产业、绿色、文化
3个长廊，打造九岭基层治理、石板李
家人居环境整治、东山屋场乡村振兴、
绿源生态农场脱贫攻坚产业发展4个
示范点。

“我们以典型带动，营造学先进、
比先进、当表率的党建氛围，打造美丽
宜居、生活富裕的通城‘南大门’。”镇

干部卢效说，示范带创建以来，马港镇
基层党建得到提升，基础设施有效改
善，绿色产业提质增效，人居环境焕然
一新。

“道路两旁设置了人行道，居家、出
行更有安全感；门前污水排走了，蚊虫
不见了；路灯变亮了，环境变美了。”九
岭村4组村民陈正中的家紧邻106国
道，说起近来的变化振奋不已。

抓示范 创特色 带整体

通城创建106国道党建引领示范带

6月5日，我们迎来第49个世界环
境日。今年的六五环境日宣传主题是：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建设美丽中国，咸宁一直在行动。
日前通报的1至4月份大气、水环境质
量状况显示，全市所有县市区空气质量
优良率均较去年同比上升，PM10 和
PM2.5浓度均较去年同比下降。

事实上，近几年来，随着环保工作
的推进，咸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越来越多市民在努力成为良好生态
的守护者。

生态环保，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保
护生态环境，共享美丽咸宁，既是咸宁
孜孜以求的愿景，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只有行动才是保护环境、改善生
态的“硬道理”。

只有人人动手，环境才会越来越
好。把保护生态环境与创文结合起来，

形成志愿卫生清洁活动的长效机制，通
过党员干部示范带动，把爱护环境，“不
随手丢弃垃圾、看到垃圾随手就捡”变
成一种自觉行动和全民行动，推动城市
文明素养整体提升，形成“人人为生态
文明建设代言、个个为生态环境保护呐
喊”的良好风尚。

建设美丽咸宁，没有旁观者，没有
局外人，没有过路客，个个都是共建者，
人人都是共享者。广大市民要发扬主

人翁精神，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争当咸宁环境保护的宣传者、实践
者和推动者，为建设美丽咸宁尽一份
责、出一份力，让美丽抬头可见，让幸福
触手可及。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以“功成不
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境界，以真抓
实干、埋头苦干的精神，持之以恒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让鄂南大
地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环境更优
美。

一起做美丽咸宁的行动者
○ 朱哲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4
日上午，市委统战部组织咸宁
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在湖
北香城文创空间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召开座谈会。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梁细林出席会议并
讲话。

座谈会上，12名新的社会
阶层代表人士发言，提出了建
议。

梁细林要求，统战部门要
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工作机制，坚持通过召开座谈
会的方式了解新阶层人士所
思所想所盼，着力推动惠企政
策措施落实落地，积极协调各

方资源，最大限度解决企业和
行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难
题。要重点关注“四新”经济，
持续用力引导和支持他们融
入咸宁主流文化和经济社会
发展大潮，推进“四新”经济加
快成长。要鼓励创新，包容失
败，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
境。同时，希望全市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坚定理想信念，在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顺应时代潮
流，不断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
新，把自身企业、所在的行业做
大做强，努力成为推动咸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
生力量。

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座谈会要求

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见习
记者刘珊珊报道：4日下午，我市
组织收听收看加快推进驻鄂部队
做实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下篇
文章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咸宁
军分区司令员来承坦，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肖天树，副市长熊
享涛在咸宁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做实全面停止军队有
偿服务下篇文章工作有关指示
精神，研究部署加快推进驻鄂
部队做实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
务下篇文章工作。

来承坦指出，2016年军队
开展停偿工作以来，驻咸部队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决策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坚
持依法推进，如期顺利完成了
驻咸部队停偿上篇文章的41个
项目。在当前停偿下篇文章工
作的2个委托管理项目问题处
理上要有条不紊，高效有力，争
取在全省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
务工作中率先完成各项任务。

来承坦要求，要充分调动
各方面有利因素和资源，切实
盘活用好军队资产资源，提供最
优环境，确保军队资产管理有序
运营。要认清当前工作形势,以
严格的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
确保停偿工作顺利推进。

我市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做实停止军队有偿服务下篇文章

本报讯 记者黄柱报道：4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小
兵到赤壁市，就“探索‘两山’转
换通道，打造践行生态文明思
想的样板和展示高质量绿色发
展的窗口”课题进行调研。

徐小兵先后来到赵李桥镇
羊楼洞北山矿山、黄盖湖防洪
治理工程新店镇宝口湾堤段、
赤壁镇东柳村、赤壁长江大桥、
万津实业电子玻璃生产基地、华
舟重工、官塘驿镇御屏山村、神
山兴农猕猴桃半岛小镇、官塘驿
张司边村等地，详细了解该市生
态修复、乡村振兴、工业转型升
级、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听取
赤壁市“两山”理念有关工作汇
报。

徐小兵指出，“两山”理念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咸宁打
造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样板和高
质量绿色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
要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
一项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赤
壁市要认真贯彻落实，重点聚
焦咸宁“两山”经济的内涵、外
延、优势和转换渠道，各相关部
门要周密谋划各项工作，顺应
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新要求新机遇，充分体
现“两山”理念的前瞻性科学性
和可操作性，不断提高思想境
界，深化“两山”实践，促进“两
山”经济和谐发展。

市领导到赤壁市调研时要求

深化“两山”实践 发展“两山”经济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见
习记者王苒宇报道：4日，我市
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副市
长谭海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近期赤壁市、崇
阳县先后发生两起安全生产事
故，损失惨重，教训深刻。充分
暴露出一些地区和部门监管执
法不严不实，隐患排查存在盲
区死角，教育培训流于形式等
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吸取事故
教训，加强各领域督办检查，坚

决扭转事故多发势头。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安全生产事关人命，复工复
产决不能以牺牲安全生产为代
价，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保障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各成员单位要
深入开展隐患查改，加大监管执
法力度，确保安全生产工作有作
为有成效。要增强过程问责力
度，倒逼责任落实，做到生产必
须安全，不安全绝不生产。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

压实主体责任 树立底线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