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饶霞义报道：近
日，咸安区烟草专卖局（营销部）聚焦

“三方联动”，助推党建工作上水平。
总支“推”，拧紧融合共建“一股

绳”。坚持党建引领中心工作，从管理
方式入手，主导与引导并重，结合党建工
作方式方法和中心工作岗位特点，做到
两者有机融合，在支部开展“抓学习、抓
思想、抓作风”工作，引导党员“比业绩、
比贡献、比服务”，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
交融互促、良性互动，防止出现“两张皮”
情况。

支部“统”，下活多方联动“一盘
棋”。围绕“忠诚”党建文化品牌建设，
以志愿活动为载体、服务意识为目标，
创建“匠心筑梦号”“知音服务号”“巾帼

先锋服务队”“乡村快车号”特色基层支
部，打造新时代战斗堡垒，引导党员在
重难点领域亮明身份、带头实干。

党员“兜”，织密组织体系“一张
网”。强化组织观念，开展“三抓三比”
工作，要求党员时刻不忘初心，牢记肩
上职责，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
炼，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
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始终保持奋发
有为、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实际行
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推动咸安
烟草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咸安区烟草专卖局强化党建工作

咸宁市城区黑臭水体公众举报电话的公告
按照国家、省有关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要求，现征求社会公众对我市建成区

北洪港、浮山河、杨下河、滨湖港和大屋肖河共5条黑臭水体整治情况线索举报。
公众举报电话：0715-8898757

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7月28日

银河谷漂流
玻璃栈道漂流+峡谷激情漂流

没有漂流的夏天是不完整的。咸宁山地众多，穿梭山涧的泉水带来专属于夏天的漂流狂欢。随着溪流的

惊险走向，漂流艇一路向下，任沁凉溪水打湿身体，嗖的一下，平息体内还在翻腾的热气。带上朋友家人一起

漂流，一起呐喊、狂欢，释放久积压力，感受清凉盛夏。

以下漂流地，从武汉市中心自驾，路况正常下，除银河谷漂流需3.5小时，其余2.5内小时便可抵达。

漂流注意事项
1、多带套衣服。漂流不可避免会

“湿身”，上岸后没有干衣服换是很难
受的。

2、参加漂流不要穿皮鞋，平底拖
鞋、塑料凉鞋和旅游鞋都可以。坏天

气水上冷，好天气水上晒，要注意防寒
防晒，太名贵的服装鞋帽最好不要用
于漂流。

3、上筏只带饮用水，手机、证件和
现金……怕水的东西都不要带。

4、漂时不要做危险动作。为了保
证安全，游客最好不要自作主张的随
便下船、不互相打闹、不主动去抓水中
的漂浮物和岸边的草木石头。

5、漂流船通过险滩时要听从船工

的指挥，不要随便乱动，应紧抓安全
绳，收紧双脚，身体向船体中央倾斜。

6、漂流过程中注意沿途的箭头及
标识，可以帮你找到主水道及提早警
觉跌水区。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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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山避暑需注意什么（中）
大山里的清凉和宁静，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喜

欢,在夏天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进山避暑,那么在
夏天进山避暑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带走垃圾。避暑游玩所产生的垃圾一定
要自行带走，不要给绿水青山造成污染。

2、带足衣物。为防山内温度比城内低，早晚
更是存在温差，所以如果游客要选择进山过夜住
宿，在避暑纳凉的同时不要忘了携带衣物，防止
感冒。

3、远离“水”。出门在外，须得时时刻刻把孩
子带在身边。如果选择避暑的地方有小溪、河
流、水库的存在，要提醒小孩远离，大人也不可带
头进入这些地方游泳，要时时刻刻将自身与家人
的安全放在首位。

（本报综合）

葱油拌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挂面是咸宁几乎家家都有的面条，它不仅价
钱实惠，而且做法简单多样。我最喜欢的就是

“葱油拌面”，浓浓的葱油香均匀的裹着有韧劲的
面条，香气扑鼻，面条酱汁浓郁，百吃不厌。

炸葱油的过程，你得亲自体会。目睹一把青
翠嫩绿的小葱，在热油中渐渐枯萎，变干焦黄，随
着寥寥蔓延的烟气，直至枯黑锃亮，最后只留下
满屋子的香气。围裙上，空气里，满满充斥无法
阻挡的味道。瞥见变黑的小葱所散发出的光泽，
葱段上还留有丁点没沥干的水分，入锅的时候很
是壮观。烹成面浇头，浇煮熟细面，滋味鲜美，滑
爽可口。

咸宁大街小巷都有卖手工挂面的地方，可以
按照自己的口味，买来粗细合适的面条，滚水下
锅煮。水咕嘟咕嘟，面一点点软下来。火候非常
重要，面条在锅里打着转，开始有微微面香随热
气扑腾出来时，用筷子捞起几根面条看看。色泽
偏白，入口还有些微硬。此时就可以捞起来，放
进放了矿泉水和冰块的碗里。迅速用筷子搅拌，
十几秒就行。然后沥干水放在一旁。

接着将平底锅放在灶上，倒油。热油的同时
将切好的葱花、生抽、糖和一点点盐放在面上。
待油开始冒烟，关火，把热油浇在面上。嗤啦一
声，葱花的香飘满屋。浇完油后要快速搅拌，不
然面会坨在一起。

面上头可以放点开胃泡菜，也可以放点榨菜
肉丝，甚至可以简单到啥都不放，就是用点酱油
葱油拌拌，也照样香气扑鼻，诱惑难挡。记得一
次家庭聚会上，一大盆葱油拌面，让众吃货们都
大呼好吃过瘾。吃完立刻就有人急切地要求上
菜谱，看来这碗传承了多少年的本地葱油面真是
人见人爱，魅力不减。

葱油拌面要在夏天吃，尤宜选在最热的几
天。除了面条在炎热天气里比米饭更容易下肚
之外，爆葱用的猪油，若是气温低，猪油半凝，不
能完全化开，拌面入口，会有黏黏的滞涩感，与
葱、面就很难擦出美味的火花来。

热气腾腾的葱油拌面，上面金黄的葱油覆盖
在根根分明的面条上，看上去非常美味。吃过之
后，葱油的香味还在嘴里弥漫，清淡中带有一丝
香醇。

吃在咸宁盛夏之约 激情漂流

太阳山峡谷叠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汇聚
而成太阳溪。“V”字型的造型，形成了风格迥异
的“激情峡谷漂”和“亲子漫漫漂”。

两岸险境横生，怪石嶙峋，数十个约8米的
大落差跌水，有的陡坡甚至几近垂直。

太阳溪是勇敢者的乐园，在这儿游客可以
体验极限，超越自我。水路版的过山车不就莫
过于此，跌宕起伏，让你感受水花扑面而来的快
感。

漂流约4.2公里。这里绿树茵茵，空气自
然新鲜，静谧的森林围绕着潺潺的流水，快来体
验林间清新凉爽的自然情趣吧。

亮点：落差大、落差陡，数十个2至8米高
的大落差，很多落差接近于垂直

参考价：峡谷激情漂195元/成人；森林亲
子漂148元/儿童（不同渠道价格不同）

开放时间：13:00—14:30
漂流时长：约2小时
地址：通山县夏铺镇青山村
电话：0715—2718888

人在竹林漂，清爽又凉快，非常适合
怕晒黑的女孩子。银河谷位于咸宁通山
九宫山，峡谷两岸的山峰生长着茂密茁壮
的楠竹，达万亩之多，山风吹拂，竹涛阵

阵，谷中山泉，淙淙有声，给人们一种宁
静、苍翠、幽深的静态美。新增高空玻璃
河道、是湖北首家“一次漂流两种惊奇体
验”的漂流。

穿梭于竹林之中，体验惊喜的漂流探
险，河道全程约5公里，落差138米。四周
楠竹林环绕，远处山风拂过，竹叶簌簌作
响，漂流之余，纵享山林间清爽的空气，最
能放松身心。如果还不够，在漂流之尽，
可观赏谷内独有的大瀑布群，在阵阵轰鸣
声中，体验大自然的壮阔之美。银河大瀑
布群由五级叠瀑组成，最后一叠最为壮
观，它宽20米，落差150米，极为壮观。

亮点：湖北省以竹林景观为全景的漂
流河道；一路开漂山中人家、瀑布群、竹林
风光秀美；有78级跌水

参考价：238元/人，预定价178元/人
开放时间：工作日13:30-15:00；周

末12:30—15:00
漂流时长：约2小时
地址：通山县九宫山银河谷漂流区
电话：13545611342

腾龙溪漂流，带你在峡谷中随波逐
流，回味“逝者如斯夫”的感慨，探寻“上善
若水”的哲理。

漂流全程3.5公里，整体落差114米，
河道前半段是充满激情的勇士之漂，最大
垂直落差达13米的滑道让游客体验过山
车般的惊险刺激，河道后半段是充满浪漫
的休闲之漂，让您在激情之余悠然泛舟，
畅享静谧的田园风光。

腾龙溪集瀑布、深潭、奇石、密林于一

身，自然景色之美令人惊叹。
亮点：集瀑布、深潭、奇石、密林于一

身；紧邻国家级地质公园隐水洞、富水湖，
组成一条冒险探奇之旅

参考价：成人185元/人，儿童1.1-1.4
米90元/人（网络预订或有优惠）

开放时间：13:30—16:00
漂流时长：约2小时
地址：通山县大畈镇下杨村
电话：18427156512

盘龙溪位于国家级风景区九宫山北
麓省级森林公园——大幕山森林公园脚
下。这里群山环绕、碧水如玉、峰峦叠
翠、古木参天、竹海生涛，尽展大自然的
旖旎风光和神奇风韵，被誉为天然的大
氧吧。

其茂密的原始丛林风光、罕见的青石
板漂流河床而彰显出与众不同。登上橡
皮艇，奔流而下，一路搏急浪、闯险滩、滑
奇石，既有乘过山车的动感刺激，又有乘
滑翔机的畅快淋漓；同时还可欣赏藤蔓错

杂、奇石飞瀑、山花烂漫的丛林风光，品清
新空气、吃山珍野味，尽情体验“青石板上
漂，绿荫丛中游”的诗情画意。

亮点：有48级跌水，连续跌水达138
米，惊险刺激

参考价：成人195元，儿童100元（网
络预订或有优惠）

开放时间：下午开漂，14:00停止检票
漂流时长：约2.5小时
地址：通山县黄沙铺镇源头村
电话：13477788266

太阳溪漂流
激情峡谷漂+亲子漫漫漂

腾龙溪漂流
激情勇士漂+浪漫休闲漂

盘龙溪漂流
全程无桨无日晒竹海漂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
通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对其通城温氏畜牧有
限公司四庄二场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现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将项目相
关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向公众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BdVaQ8O0yOwD
mSEF0Zt49Q 提取码: 6nyh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联系建
设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

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6kWHu-YEQGgu
Vl4gCAYDmw 提取码: k6ij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起止
时间：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
者其他方式，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给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发布日起往后10个工作日。
六、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通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通城县马港镇何婆桥村7组
联系人：邓念念
联系电话：158-7278-2958

通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四庄
二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通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四庄
一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
通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对其通城温氏畜牧有
限公司四庄一场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现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将项目相
关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向公众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Hwg1JPklUNb0yNt3ieWtsg

提取码: jnk7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联系建

设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

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tKR8Q475JwOhxB6TzvQx6g
提取码: 1uva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起止

时间：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
者其他方式，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给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发布日起往后10个工作日。
六、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通城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通城县马港镇何婆桥村7组
联系人：邓念念
联系电话：158-7278-2958

赤土网挂G（2020）25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赤土网挂G（2020）25
号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20）25号；（二）宗地
位置：赤壁市中伙铺镇中伙社区赤壁大道南侧2020-
交易-35号地块；（三）出让面积：79849.68(折 119.77
亩)；（四）容积率：＞1.0；（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六）
出让年限：工业50年；（七）供地方式：网挂；（八）起始
价：1331.58万元；（九）成交价：无人申请；（十）公告时
间：2020年6月19日至2020年7月21日；（十一）成交
结果时间：2020年7月30日；（十二）受让人；无人申
请、流挂。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31日

赤土网挂G（2020）24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经赤壁市人民政府批准，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委托赤壁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对赤土网挂G（2020）24
号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网挂G（2020）24号；（二）宗地
位置：赤壁市中伙铺镇中伙社区赤壁大道南侧2020-
交易-16号地块；（三）出让面积：33255.67(折 49.88
亩)；（四）容积率：＞1.0；（五）土地用途：工业用地；（六）
出让年限：工业50年；（七）供地方式：网挂；（八）起始
价：784.90万元；（九）成交价：无人申请；（十）公告时
间：2020年6月19日至2020年7月21日；（十一）成交
结果时间：2020年7月30日；（十二）受让人；无人申
请、流挂。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7月31日

我单位委托大容环境湖北有限公司承担湖北
省咸宁市横沟桥镇“光谷南”产业基地总体规划修
编项目环评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现向公众征求意见。

1、报告及《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
（1）网站链接：http://sthjj.xianning.gov.cn/

xxgk/hjjgxxgk/hpsp/spgs/202007/
t20200728_2158226.shtml ；

（2）纸质版可至我单位查阅或获取。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并直接涉及

环境权益的团体、公众等对项目有关环保方面的意
见及建议。

3、反馈方式（电话、邮件及信函）：王江山，
17671309102，湖北省咸宁市旗鼓大道一号，咸宁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4、公示时间：请在2020年7月27日-8月7日。

湖北省咸宁市横沟桥镇“光谷南”产业基地
总体规划修编项目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遗失声明
咸宁巨财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以及法
人章（阮涛印）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1200MA492KRH9L，特
声明作废。

赤壁市体育馆遗失行政公章一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2128173273646XA，特声明作废。

湖北福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在中国建设银行开发区支行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363000495101，账
号：42050169004500000462，特声
明作废。

胡磊明遗失湖北省检察机关工
作证，工作证号：421102083，特声明
作废。

刘天财遗失赤壁市丰永信寄卖行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21281MA49UARQ8G，
特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