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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咸安凤凰工业园天意模
型科技公司总经理陈克朋正在组装农
业植保无人机。

90年出生的陈克朋是襄阳老河口
人，2012年来咸安创业，如今创办了自
己的公司，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产品
俏销国内外。

“去年 5 月份以来，不少地方的植
保无人机获政策补贴，今年收到订单
特别多。”陈克朋说，目前正在赶做10
多家客户订单，销售额已超过 600 万
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 讯 员 李 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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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
市广泛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
大统一、大转变、大落实”活动。

开展“六大”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
对咸宁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的认识，在
奋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收官目标的同时，为谋划推进“十四
五”咸宁高质量发展打牢思想基础、理
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全市上下以“深实严细久”为标准，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扎
实推进“六大”活动，成效正在显现。

深入学习调研，找准高质量发展路径

学，然后知不足。
市委书记、市“六大”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孟祥伟指出，“六大”活动的起点是
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要坚持落实党委（党组）“第一议

题”制度，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
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找出问题、找出方
向、找出责任、找出办法、找出力量。

市“六大”活动“一办三组”及时对
接，组织编印特色产业增长极、转型发
展示范区和自然生态公园城市三个专
题学习资料，为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
系统学习提供参考。

5月27日，我市举行“六大”活动专
题学习报告会，邀请三位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分别围绕建设特色产业增长极、转
型发展示范区、自然生态公园城市三个
专题作辅导报告。市“四大家”领导带

头全程参加学习。
学讲话学理论，学方针政策，学外

地经验做法……学习热潮在全市党员
干部中迅速兴起，吃透“三头”、做到

“三化”在鄂南大地得到生动实践。
开展市情大调研，是“六大”活动的

重要环节和重点任务之一。
坚持问题导向，选题要精而准，切

口要小而实——按照这一要求，市“六
大”活动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形成
《咸宁市推进高质量发展“六大”活动调
研方向分解清单》，防止调研选题大而
化之、笼而统之。

在前期充分摸底了解的基础上，6

月28日，市委书记孟祥伟拿出一整天
时间，围绕农村建房情况这一选题深入
赤壁、嘉鱼和咸安农户家中走访调研，
并召开座谈会，听取乡镇和村关于规范
农村建房的意见建议。

“砖瓦不可轻动。”孟祥伟提出，要
真正为农民朋友着想，引导农民朋友用
好建房投资，避免陷入“守着空房子、过
着穷日子、负债一辈子”的恶性循环。
要依法加强农村建房规范管理，让农村
住房更增值、更宜居、更美观。

围绕《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的思考》选题，市发改委组织调研组到
各县市区进行调研，走访82家企业和
项目单位，召开县市区座谈会，并在单
位内部开展大研讨，对特色产业增长
极建设路径进行了梳理谋划、提出思考
建议。

（下转第六版）

加快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
大学习 大调研 大讨论 大统一 大转变 大落实

打牢高质量发展坚实基础
——我市扎实开展“六大”活动综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见习记者 谭宏宇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特约记者孔帆
升、通讯员全闯、郑梦溪报道：12日，通山县
大畈镇官塘村永钜电子厂扶贫车间内，几十
位村民在各自工位上有序忙碌着。

通山永钜电子厂总部在广东。去年底，
厂长乐昌文欲回通山创业，在县招商局的推
荐下，与大畈镇达成开设扶贫车间协议，今
年4月正式投产。

谭雪英是大坑村6组村民，由于父亲身
患疾病需人照顾，全家6口人的生活重担全
落在丈夫肩上。务工帮忙分担家庭经济压
力，成了谭雪英多年来的愿望。

今年，在镇政府的帮扶下，谭雪英成为
扶贫车间第一批工人。“上班离家近，工作家
庭两不误。基本每月能挣3000多元，日子
越过越舒畅。”谭雪英说。

同样在车间工作的还有官塘村10组
贫困户朱兰芳，她也是因照顾家庭无法外
出务工。如今，孩子渐渐长大，家中需要
操心的事少了，扶贫车间帮她实现了就业
增收。

目前，该扶贫车间设有2条生产线，带
动32人就业，其中贫困户16人。待6条生
产线全部建成投产，可吸纳150人就业。

通羊镇泉港多彩发夹扶贫车间位于泉
港村4组，由当地村民许善斗返乡创业所
建。7组贫困户沈小丽已在此工作多年，不
仅照顾女儿健康成长，每月还能赚取2000
多元的工资。

目前，该扶贫车间已带动67位村民就
业，并且正在筹建新厂房，届时还可提供
300余个就业岗位。

“家门口就业是增收比较稳定的方
式，也是大部分贫困户乐于接受的脱贫方
式。”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将继续大力
推进扶贫车间建设，让更多群众实现家门
口就业。

近年来，该县积极与县内外具有用工灵
活、操作过程较为简易等特点的企业联系，
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车间建到乡
村，在生产创收的同时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努力开辟出一条“车间驻村、居家就业、群众
脱贫、集体增收”的脱贫新路径。

目前，该县已认定扶贫车间7家，10余
家正在认定之中，直接带动千余名群众家门
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
葛文斌报道：8月13日，通城县
万雅国际商贸中心二期工程建
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趁晴天加快施工，已经完
成地面平整，正在进行地下基坑
开挖。”通城经济开发区相关负
责人熊平介绍。

万雅国际商贸中心是通城
县为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断拓展
贸易领域，主动对接“一带一路”
建设，引进浙江万雅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

今年6月开工的项目二期，
将打造以国际会展中心、特色主

体文化商业街区、购物中心、服
装城、美食街区、影院等，并配套
高档住宅的商业综合体。

“通城县委、县政府从建设
用地、手续审批、征地拆迁、青
苗补偿等各个方面提供便利，
为项目早日建成增添了信心和
动力。”通城万雅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何伟介绍，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辐射湘鄂赣三省交
界特大型商贸中心，可提供就
业岗位1.2万个，带动通城以产
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发
展，成为通城一道亮丽的城市
名片。

通城万雅国际商贸中心二期加快推进

8月 12日傍晚，咸安大幕乡双垅
村17组新建的村民小游园一如往常地
热闹起来，不一会儿，就有数十人来此
休闲娱乐。

“已经多年没这般热闹过了。”村支
书朱万泽感叹，作为一个曾经的省级深
度贫困村，过去双垅村4280人中至少
有半数在外务工，如今“空心化”现象得
到了极大改善。

楠竹长期以来是双垅村村民最重
要的经济来源。但由于产品附加值低，
受市场行情影响大，村民收入大打折

扣。为维持生计，很多人选择外出打工。
“如今家里有活儿干，工资还不低，

谁还肯出去？”作为村里的保洁员，陈新
英每月能拿1500元工资，而类似“广场
保洁员”“村组保洁员”等稳定工作岗位
还有不少。

近年来，双垅村大力开展环境综合
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惠民实事一桩都
没落下。

作为一个深度贫困村，干这么多事
情，钱从哪儿来？

2017年，双垅村整合上级扶贫资

金，建成楠竹加工厂，迈开了楠竹深加
工第一步，当年就为每根竹子增加了5
元的附加值。第二年，采取“公司+村+
贫困户”模式，将工厂租赁经营，一举解
决了楠竹滞销难题，每年向村集体上交
利润10.5万元。

在楠竹加工厂隔壁，双垅村与浙江
老板马仁中合作建成的竹炭厂也开工
在即。

楠竹加工厂平均每天消耗的35吨
竹子中，废料就多达18吨。“将废料打
成竹粉，用模具压制成空心管状，然后
送进土窑烧制，最后出成品精包装。”马
仁中说，多道生产工序带来了巨大的用
工需求，长期性岗位的平均月薪可达
7000元，熟练工人甚至可以超过万元。

凭借“租赁经营”模式，双垅村在这
条竹产业链上，就可获得50余万元/年
的集体收入。

如今，返乡大学生贺慈在家乡开起
竹工艺品厂；来自四川的烧窑工人王延
友唤来其他亲朋，来双垅“打拼”。

依竹兴工，依竹富民。如今双垅村
的竹产业，每年可实现产值4000万元，
带动12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小
山沟里人气集聚，欣欣向荣。

咸安双垅村

竹产业富了乡亲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谨 特约记者 李星 通讯员 吴涛 杨天慧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探访脱贫村

8月11日，市食品行业协会、市烹
饪酒店行业协会、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联合发起“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的倡议，引起强烈反响。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自古

以来，勤俭节约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餐饮浪费现象不同程度地存
在，不仅造成粮食浪费，而且产生的
餐厨垃圾也会污染环境，甚至还会助
长奢靡之风。因此，厉行勤俭节约，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在任何时候、任
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始终
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要加强

宣传教育，切实培养厉行节约的良
好习惯，在全社会营造“节约光荣、
浪费可耻”的浓厚氛围。各级各部
门 要 走 进 单 位 、学 校 、社 区 以 及 食
堂、餐厅、酒店、餐馆，开展形式多样
系列宣传活动，坚决向餐饮浪费说

“不”。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要做到理

性消费，摒弃“爱面子”“讲排场”的陋
习。要推行“N-1”点餐模式，适量点

餐，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餐饮单
位可推出半份菜和小份菜，并提供打
包服务，用实际行动拒绝“剩”宴。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要从领导
干部做起，形成有效的制约监督机
制，防止一切形式的公款吃喝。要按
照中央要求，严格落实八项规定。同
时，广泛开展社会监督，加大违纪查
处力度，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者
无处遁形。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 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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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讯
员梁丽文、钟欢报道：“您从事什
么工作？”“您收入有多少？”10
日，在咸安区马桥镇严洲村，一
场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正在村妇
联主席魏秀梅和调查对象之间
进行。

这是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
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四期中
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本期调
查，抽取咸安区和赤壁市作为我
市的样本县（市、区）。其中，在
咸安区抽取5个村（社区）作为
社区调查对象，并在其中5000

户居民中随机抽取75户作为个
人调查对象。个人调查对象涉
及18至64岁男女公民，社区调
查对象为村（居）委会负责人或
相关人员。

据介绍，本次调查入户采取
一问一答的形式，调查全程均自
动录音，确保入户过程规范可
控，被抽中人员相关信息将严格
保密。

据悉，第四期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开展的首次妇女社会地位
调查。

我市开展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道：
近日，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了
2019年度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
乡镇名单，全省共 55 个乡镇上
榜。其中，我市通山县大畈镇、咸
安区双溪桥镇、崇阳县铜钟乡、嘉
鱼县官桥镇榜上有名，将各获200
万元奖励。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四好
农村路”作为精准脱贫和服务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增强主体责
任意识，坚持多部门联动，全要
素参与，大力开展农村公路提档

升级工程、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及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和示范
县及示范乡镇创建工作，切实提
升农村公路“建、管、养、运”能力
水平，服务精准扶贫和乡村振
兴。

路产融合更紧，群众获得感
更强。我市按照“公路围着产业
转，产业围着公路建”的思路，推
动道路交通围绕城区发展建、紧
跟产业园区建、配套特色景区建，
农村扶贫产业建，统筹交通与经
济、产业、城镇、物流融合发展，充

分发挥交通运输基础性、先导性
作用，实现“修一条路、造一片景，
富一方百姓”目标。

今年是“四好农村路”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我市将着
力抓好示范县、示范乡镇创建和
农村公路服务站建设，全力打造
全省“四好农村路”咸宁样板，确
保我市“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高水
平、高质量，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和保障。

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名单公布

我市4个乡镇榜上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