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朗、通讯
员谭崇飞、阮文杰报道：公路沿线果木
成荫，农业观光园笑声不断，农家小洋
楼一栋连一栋……连日来，记者走进
通山县幕阜山片区重点沿线扶贫开发
的乡镇，只见一幅幅“山通水富、绿色
发展”的画面映入眼帘，该县“将幕阜
山片区打造成致富示范区”的目标正
逐渐成为现实。

通山，到处是山。全县拥有山地
面积279.8万亩，贫困人口人均荒山
面积近7亩。如何做好山字文章？该
县以荒山秃岭为阵地，发动全县万名
群众投入到建园办基地的主战场，将
荒山秃岭建成“花果山”。

为了把闻名鄂南地区的“慈口柑
桔”做大做强，省党代表、咸宁市人大
代表郭春桃在慈口乡带头推行“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将西垅村
200户群众种植的柑桔，以土地入股
的方式，办起2000亩徐氏生态观光
园，解决当地桔农生产管理和销售难
题。

大畈镇板桥村在省纪委的帮助
下，依托村里150亩枇杷园建起20余
亩的枇杷酒庄，基地由通山协力绿色
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运营，村里以
项目资金和土地入股，建成集果酒酿
造、旅游观光、休闲采摘于一体的扶贫
产业综合体。

近年来，该县借助融资平台共
发放“扶贫贷”1.6亿元，新建水果基
地15万亩，带动3200家贫困户户平
年增收600元；新发展楠竹基地4.5
万亩，油茶 2.8 万亩，建成“一村一
品”产业扶贫村143个，带动4671个
种植户，3484 家贫困户年增收 800
元。

通山县有30%以上的群众生活
在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富水大坝万亩之
湖上游，为了引导生活在富水库区上
游的群众利用水资源、做活水文章，该
县一手抓生态环境保护，一手将库区
湖畔筑成“聚宝盆”。

慈口乡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投资

3000万元，兴建水上乐园和滨湖度假
村，将慈口乡打造成“华中滨湖度假小
镇”，建成年吞吐能力达2万吨的农副
产品、杂货、日接待游客万人以上的码
头，让生活在库区沿湖岸边的1270多
名群众从事客运、餐饮、接待等旅游
业。

大畈镇采取“公司＋村委会＋基
地＋农户”联营模式，在沿湖孤岛上建
林特基地13个，新发展油茶、杉木、柑
桔、批把、甜橙3. 5万亩，在沿湖岸边
河汊湖地栽果木，新发展游猴桃、葡
萄、大棚蔬菜、香菇1750亩，使千亩湖
畔圈连线形成“一村一业、一山一品”
的林特果木产业群。

荒山秃岭建“花果山” 库区湖畔筑“聚宝盆”

通山将幕阜山片区打造成致富示范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6月18 日，通城县云水云母科技
有限公司选料车间，一堆堆闪闪发亮
的云母片中，职工方禾花双手快速拨
动，把砂砾和有杂质的原料挑出，放进
塑料桶。

“首先进行初选，然后进行复选，
再进行验质。像这样的编织袋，一天
可以完成10包100斤。”方禾花用铁
锹把复选后的原料装袋，并告诉记者。

方禾花出生于1966年，是关刀镇

黄丰村2组贫困户，丈夫15年前去
世，大儿子是聋哑人，她一人挑起家庭
重担。

2015年8月，听说云水云母厂招
人，方禾花前去应聘，因为年纪大、不
懂技术，被分配到选料车间。

方禾花很珍惜这份工作，从早上
6点到晚上7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车
间里。

“工资多劳多得，每个月可以赚到

3000多块。从厂里到家里步行15分
钟，可以照顾81岁的婆婆，还可以养
猪、种地。”方禾花脸上露出了笑容。

记者了解到，通城县云水云母科
技公司是湖北平安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在关刀镇云水村建立的分公司，2011
年在新上项目扩大生产时，投资2亿
元，在云溪库区建立了精准扶贫基地。

“公司把选料车间作为扶贫车间，
帮助43名女职工家门口就业，她们有

的是留守妇女，有的来自困难家庭。”
云水云母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潘斌
海介绍，针对体弱病残人士，公司根据
他们的身体状况安排相应工作岗位，
尽全力帮助库区及周边困难群众就
业，实现脱贫增收。

如今，公司可实现年产值1.8亿
元，年创税收1000万元以上，安排库
区居民就近就业220余人，年发放工
资1200余万元。

云水云母科技公司吸引了一大批
外出劳力回乡务工，减少了“三留守”
人员，让当地劳力有机会在家门口就
业，提升了当地群众的幸福指数。

通城县云水云母扶贫车间

金色云母带富乡亲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见习记者 刘珊珊

种植水果
带动就业

6月19日，赤壁市柳山湖镇易家
堤村，早葡萄即将上市。

近年柳山湖镇水果种植规模不
断壮大，以七大类水果种植为主，其
中，种植葡萄1500亩、黄桃500亩、红
桃100亩、丰水梨100亩、“五星”枇杷
42亩、火龙果31亩、脱骨李38亩。七
大水果面积约占该镇旱地面积的
63%，带动村民就业170余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童金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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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晚到明天受高空槽东移和低空急流影响，我市有一次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30日以后受副高外围偏南气流影响，多云有阵雨。具体预报如下：29日：暴雨，局部大暴雨，偏北风1～2级，25～29℃；30日：多云有阵雨，偏南风1～2级，24～32℃；7月1日：多云有阵雨，偏北风1～2级，24～32℃。明天相对湿度：60%～100%。

“来电了！”昨日上午11时左右，崇
阳县高枧乡老胡洞村，一村民在村道上
大喊着通知左邻右舍。

老胡洞村位于鄂赣两省交界的峡
谷中，是崇阳县最偏远的一个村。由于
连日暴雨，导致山间部分电力设施受
损，6月28日晚，老胡洞村停电。

29日清早，天刚蒙蒙亮，国网崇阳
县供电公司高枧电工组负责人庞骞就
带领同事吴作明、黄长高、张阳平进山
抢修。

抢修车在翻越海拔1000多米的横
埂岭后，终于进入老胡洞村境内。可由
于暴雨导致山间河流涨水，往日巡线的
路被洪水隔断了。

“要想办法过河！”4人背起工具，
下了车，顶着瓢泼大雨，徒步往河边走
去。因为正是植被茂盛的时候，脚下都
是灌木和荆棘，陡峭的地方，坡度达到
70度，所以，他们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
翼。

终于到达河边，可河水湍急，过河

并不容易。起初，他们发现河畔有一棵
小树，高度跟河面宽度相差无几。于
是，就想着把树砍倒，然后架在河面上，
形成一座“独木桥”，大家可以攀爬着过
河。谁料，河水太过迅猛，树刚接触水
面就被冲走了。

“你们在这边用绳子把我拉住，我
淌水过去！”在经历几次失败，年近50
岁的吴作明主动要求。

只见，他将外裤脱下放在包里，然
后拿出一根绳子，一端绑在自己的腰

上，另一端绑在旁边一棵树上，并让其
他人帮忙收放绳子。

就这样，吴作明摸索着过了河，然
后又爬上对岸抢修线路。一个多小时
后，老胡洞村电路恢复正常。在河这边
焦急等待的庞骞等人，又小心翼翼地抛
出绳子，接吴作明回来……

11时许，抢修车发动的声音在山
谷里响起。仔细一看，这4名抢修工
人的脸上和身上，全是被蚊虫叮咬的
大包……

连日暴雨导致崇阳最偏远的老胡洞村停电

跋山涉水，他们重新点亮盏盏灯火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本报讯 见习记者谭宏宇、
通讯员杨泽宇报道：6月28日，
我市首届“一村多名大学生计
划”学员毕业典礼在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186名学员顺利毕
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小
兵出席活动并讲话。

徐小兵指出，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是要有一支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队伍。

“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首批毕
业学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下，希望
大家发挥所长，做终身学习、扎
根基层、开拓进取、甘于奉献、服
务复工复产的榜样，积极投身

到咸宁打造特色产业增长极、转
型发展示范区和自然生态公园
城市之中，真正把自己的前途命
运和国家民族以及地方的发展
紧密联系起来，实现自己的青春
梦想和人生价值。

自2017年以来，我市开展
“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共招录
学员1035名，贫困村学员覆盖
率达70%，先后有188名学员成
为村“两委”班子成员，180名学
员成为中小企业法人，177名学
员成为农村电商带头人，初步实
现了“农村基层组织接班人”“脱
贫致富带头人”“电商创业合伙
人”的培养目标。

我市首届“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

186名学员顺利毕业
找准突破口 当好解难人

咸宁高新区全力服务企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通讯员沈

玲华报道：6月16日，记者从咸宁高新
区获悉，该区多项经济指标近两个月
明显回升，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降幅逐月收
窄，红牛、三胜机械、奥瑞金包装等一
批重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向好。这是
该区突出问题导向，深入推进“六大”
活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当好服务园
区的“店小二”，取得的良好成效。

该区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大调
研。做到走遍企业、走遍农村、走遍
群众，立足边走访调研，边解决问
题。共计拟定课题23个，党工委班子
成员和县级以上干部从“小切口”入
手，以发现问题为突破口，全面深入
开展大调研。

该区全力以赴为企业纾困解难。
“五一”前后，咸宁高新区为企业“带货”
5700 多万元，合力帮助湖北和乐门业

有限公司销售9300樘门。政务服务局
落实项目建设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制，提
升电子政务服务能力，优化项目审批流
程。社会事务局向失业群众提供就业
信息和培训，安排到园区企业就业，解
决招工难和就业难问题；财政局严格落
实企业费税减免政策，为企业减负；党
群部对接高校为三赢兴等企业物色人
才，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该区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工

作。建立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联系
招商项目、在建项目、投产项目、党建
人才等“十联”工作机制，坚持一联到
底，通过加强联系，帮助企业解决难
题。制定项目建设工作奖惩办法，完
善招商工作体系，对入驻高新区的招
商项目进行全流程服务和管理。截
至6月上旬，该区完成26个项目签
约，投资额近50亿元，重点企业实现
经济逆势上扬。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
员胡放明报道：6月22日晚，咸
宁市2020年“破除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专场综合问政播出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夜召开
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整改
部署视频会，深入剖析原因，研
究制定具体整改措施。

据悉，该局针对节目中曝
光的问题，立即行动，精准整
改，迅速对龙湾半岛项目在规
划红线内的建筑物及其构筑物
予以核发竣工验收规划核实证
明，先行解决龙湾半岛小区业

主办证事项，依法依规解决土
地侵权问题，督促协调土地证
上核减已被收储土地面积。层
层压实责任、挂图作战，参照28
个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做法，对
市、县级重点项目实行“三个一
机制”，即一个项目、一个专班、
一个服务方案，奔着问题去、奔
着目标去，切实当好有呼必应、
无事不扰的“店小二”。

同时，立即启动问责机制，
对短片中涉及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严肃问责，确保所有曝光问
题全部整改到位。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落实专场综合问政整改工作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
讯员赵冬平、黄高原报道：“希
望新社区尽快成立，那样办事
情就方便多了。”6月28日，通
山县通羊镇新城社区，家住隆
鼎丽都小区的王女士说。

隆鼎丽都小区属于新城社
区管辖。新城社区成立于2003
年，当时仅有 10000 余居民。
随着城区迅速发展，周边荒地
开发为居民区，全部划入新城
社区管辖，人口增至43000余
人。

新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金
学英说，社区现有12名工作人

员，人多事杂，办事效率、服务
质量很难提升。

去年，该县对新城社区进
行调研，决定将其一分为二，新
增一个洋都社区。今年后疫情
时期，该县多次进行调研，并召
开常委会会议商讨推进，尽快
落实社区划分事宜，让群众办
事更方便。

迎宾社区同样是该县即将
成立的新社区，主要服务迎宾
大道附近的居民。

目前，洋都社区和迎宾社
区地址都已选定，人员安排和
场所装修正在加速推进中。

通山调整社区设置

让群众办事更方便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
讯员周悬松报道：一边在小区
居民微信群里发布通知，一边
组织小区所有党员到包保楼层
开展摸排工作……6月 16日，
咸安区南昌路社区佳华雅苑小
区党支部书记张勇，迅速响应
社区号召对小区内的京津冀等
地来咸人员进行全面摸排。

近日，南昌路社区充分发
挥小区哨点作用，发动党支部、
楼栋长、志愿者，针对各个小区
外来返咸人员进行拉网式排
查。6月17日，26个小区支部
连夜排查，100余名党员志愿者
和社区工作人员共同上门排
查，共摸排北京来咸返咸人员4

名、天津来咸返咸人员8名、河
北涿州来咸返咸人员1人、其他
外省来咸返咸人员13人、外市
来咸返咸人员9人。

南昌路社区疫情防控信息
员杨欢感慨道：“党员、群众志
愿者的参与不仅减少了社区工
作人员的压力，还为信息的精
准提供了宝贵时间。”

南昌路社区党总支书记黄
辉说，一个小区就是一座堡垒，
当前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发
挥好小区哨点作用，做好出入
登记和体温测量能够弥补社区
在日常防控存在的短板，起到
精准防控，真正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

咸安南昌路社区

当好联防联控“桥头堡”

本报讯 通讯员韩水清、
邓少林报道：“你们不要着急，
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们把黄桃
销售出去。”6月23日，嘉鱼县
供销富德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
司的总经理王国雄来到陆溪镇
花园村，充满信心地对易文杰
一家人说。

易文杰是陆溪镇花园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一家4口人，两
口子是重症残疾人，有两个年
幼小孩，生活十分困难。

几年前在县老干部局驻村
工作队的帮助下，依靠国家扶
贫政策，易文杰尝试种植黄
桃。随着黄桃树的长大，这两

年，易文杰家的收入增多了，日
子渐渐有了起色，可是今年受
疫情影响，黄桃滞销，一家人望
着喜获丰收的黄桃却高兴不起
来。

王国雄了解到易文杰的情
况后，依托自身成立的嘉鱼县
供销富德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
司，当即与花园村对接，代表嘉
鱼县供销富德农产品供应链有
限公司与全村几户贫困户签定
了包销全部黄桃和即将成熟的
水蜜桃的协议。目前，依靠公
司打造的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
平台，已经帮助该村销售了黄
桃1万余斤。

嘉鱼依托农产品供应链公司

帮贫困户解决销售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