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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4～6日受中低层弱切变线影响，多云，局部阵雨。具体预报如下：4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2～3级，20～31℃；5日：多云，偏北风2～3级，19～32℃；6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2～3级，19～31℃。

本报讯 通讯员毛超珍、
郭晓楠报道：“今天护栏就可以
完全安装完毕，小区的安全隐
患终于消除了，非常感谢花坛
社区为居民办实事做好事！”8
月30日，咸安区温泉街道办事
处花坛社区皮件厂宿舍小区党
支部书记李文斌，看着修葺一
新的护栏高兴地说。

位于温泉中心花坛旁的皮
件厂宿舍始建于1974年，因建
设年代久远，护栏、墙体、楼顶
等基础设施破损严重。如今，
困扰居民最大的问题就是小区
通道内的护栏腐蚀严重，给小
区居民带来安全隐患。

接到居民的求助后，花坛
社区党委书记吕翠红立即带
领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查看。
经过了解，破损的基础设施都
属于公共部分，维修需要大家
共同分摊费用，可是小区没有
资金，分摊费用比较难。经过
花坛社区研究，决定采取社区
承担大部分费用，居民自愿筹
集部分资金的办法来解决这
一难题。

经过工人4天时间的紧张
施工，小区的护栏和破损路面
全部得到了维修，保障了小区
居民的安全，小区面貌也焕然
一新。

咸安花坛社区

修葺小区破损设施

本报讯 记者王馨茁、通
讯员吕世蒙报道：9月1日是我
市秋季开学首日，全市公安交
警部门提前到岗就位，加强学
校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维护，指
挥过往车辆礼让行人，确保学
生安全过马路。

据了解，咸安交警大队定
点、定人、定责，在咸安区实验
中小学学校门口及周边路段进
行指挥、管控、疏导，为学生安
全入校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赤壁交警大队以“知危险、会避
险”为主题，深入辖区各中小学
开展校园交通安全宣教活动；

通山交警大队对学校周边主干
道、学校门前路段及易堵路段
进行交通疏导，严治“黑校车”
等问题，确保学生交通安全；通
城交警大队在各个学校周边路
段增派警力进行拉网式排查，
严厉打击校园周边乱停乱放、
逆行、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
行为。

当天，全市公安交警部门
共出动警力400余人，在各中小
学及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路段
设点开展“护学岗”行动，为全
体师生安全返校开辟“安全通
道”。

开学第一天

400余名交警上路保畅通

本报讯 记者周萱、通讯员
陈人晴报道：9月3日是抗战胜
利纪念日，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
爱国主义影片优惠观影活动，咸
宁人半价看《八佰》，通城籍人士
免费看《八佰》。

活动从9月4日起持续到
10日。活动期间，通城籍人士
可凭个人身份证，到咸宁万象
国际影城、华谊兄弟影院咸宁
店、咸宁中影梦工场影城免费
领取《八佰》电影票。咸宁市民
通过淘票票、美团app、华谊小
程序等网络购票渠道，可半价
（15元）购买《八佰》电影票。

影片《八佰》改编自抗日战
争史上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

战”，其中“八百壮士”有一半是
咸宁通城和赤壁籍士兵。这部
带有咸宁元素的爱国主义影
片，自上映起就受到广大咸宁
影迷的关注。市委宣传部组织
此次观影活动，旨在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5周年，缅怀致敬英
烈，在《八佰》壮士故乡再次掀
起爱国热潮。

此次观影活动得到了上述
三家影院的大力支持，三家影
院无偿提供通城籍人士免费观
影名额。活动还得到了咸宁市
印刷协会的大力赞助，协会印
刷企业自发筹资为市民享受半
价票优惠提供补贴。

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

我市优惠观看电影《八佰》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见博
报道：9月1日上午，由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辛丑年》
特种邮票印刷开机仪式在北京
邮票印制局举行，记者在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咸宁分公司通过电
视电话会议系统收看了直播。

据了解，《辛丑年》特种邮
票是中国生肖邮票序列第四轮
中的第六套，由著名画家姚钟
华先生创作，延续了第四轮生
肖邮票的“家国”理念，一套两
枚分别展示了国家的期许、家
庭的企盼。其中，第一枚名为

“奋发图强”，描绘了雄壮有力、

一往无前的奔牛形象。第二枚
名为“牛年大吉”，通过大牛与
小牛舐犊情深的温馨画面，向
全国人民传递家庭兴旺和谐、
团圆美满的美好祝愿。

中国邮政咸宁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2021年，中国邮政将
继续坚持“总量调控、适度从
紧”的纪特邮票发行原则，适度
调减发行量，其中《辛丑年》特
种邮票各版式的计划发行量都
将低于上年，该邮票将于明年1
月 5日在我市正式上市发售。
届时，中国邮政咸宁公司将根
据实际情况举办首发活动。

《辛丑年》特种邮票印刷开机
明年1月5日在我市上市发售

8月31日，通城县五里镇五里村
7组，湖北翔龙袋业有限公司扶贫车
间传出“哒哒”的机器声，工人们正忙
着生产各种包装袋。

“公司车间主要生产高中低档
纸塑复合袋、编织袋、牛皮袋、PE
袋、纸袋等产品。”公司负责人何二
龙说。

何二龙生于1978年，高中毕业后
在浙江台州从事塑料色膜销售。
2006年，他返乡创业，在马港镇循环
工业园开办塑料色膜公司。

今年，五里镇党委政府为帮助贫
困户脱贫就业，在五里村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建立扶贫车间。

“我是五里人，在家里开办扶贫

车间土地租金便宜，优惠政策多。”问
起为何返乡开办扶贫车间，何二龙如
是说。

目前，公司已投资300万元购置
设备10多台套，日产包装袋10万条，
月营销额60万元左右，安排贫困户就
业26人。

今年46岁的刘小玲，家住五里镇

相师村，老公在一家砖厂打工，两个
小孩上学。一家人原在城里租房住，
2018年底搬进集中安置点。

“我以前一直在家带小孩，现在
扶贫工厂打工，能赚个生活费，还能
照顾家庭。”刘小玲说。

“这个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科技含量高，还能带动村民就业，市
场前景好。”何二龙告诉记者。

明年，公司计划进一步扩大投资
200万元，引进人才提高产品档次，开
拓销售市场，把公司做大做强，达到
优先安排贫困户就业人数80人，年营
销额2600万元左右。

扶贫车间生产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雷永生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通讯
员潘晓、罗娟报道：8月17日，咸
宁市博物馆启动对咸安经济开
发区智能产业园等7个园区文
物调查工作。

截至8月27日，调查发现
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6处。其
中，商周时期遗址2处，唐宋时
期遗址1处，宋代窑址1座，清
代墓葬群2处。

其中一处遗址文化层堆积
厚度达1.5至2米，大量遗物散

见于地面，纹饰有绳纹、压印条
纹、附加堆纹；可辨器形有刻槽
鬲足、护耳甗口沿、直领折肩罐
口沿、鼎足、牛鼻式陶垫拍等。
此外还采集到石锛、砍砸石器。

咸宁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
究馆员丁伟介绍，该遗址是咸宁
市境内的先秦遗址中文化层堆
积较厚、面积较大、遗物极为丰
富的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对于
研究鄂东南扬越文化与楚文化
东扩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市博物馆

文物调查勘探有重要发现

本报讯 记者陈新、周莹、通讯员
刘佳报道：9月1日，开学第一天，通城
县19000余名小学、幼儿园学生满怀
对新学期的憧憬，按时乘坐县城发公
交集团校车欢乐到校。这标志着通城
全面进入校车国有化运营时代。

通城县共有278台校车，其中县城
发公交集团运营校车89台，社会个体
挂靠经营189台。因社会个体挂靠经
营的校车，经营权和所有权均属私人
所有，难以进行有效管理。部分校车
随意更换驾驶员、照管员，经常变换停
靠站点，成为影响小学生、幼儿人身安

全的重大隐患。
校车运营线路难以优化。校车运

营基本上谁占谁运，谁有关系谁运，平
畈地区、生源充足的学校抢着运，贫困
山区偏、远、难、散的教学点无人问
津。麦市镇天岳村四组7名学生，由于
学生少，居住分散，加之山高路陡，邻
近线路的挂靠车辆拒绝接送。县城发
公交集团不得不调一台专车、一名专
职司机常驻接送。

8月10日，通城县委县政府出台
“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国有校车公司
专营”的改革方案，决定由县城发集团

对该县挂靠私营校车进行回购，确保
2020年秋季开学前，对全县所有挂靠
校车实行统一收购、统一规划、统一管
理、统一经营。

县城发公交集团紧紧抓住政策宣
传、车辆保障、人员保障、运转保障等
四大关键工作，多方筹资4000余万元
回购校车款，现场办公，现场付款。截
止到8月下旬，189辆挂靠经营的私营
校车收购完毕。

连日来，县城发公交集团加班加
点，全面推进回购 189 辆校车的收
购、查验、过户、维修、加油、购买保

险，驾驶员、照管员的登记报名、资格
审查、岗前培训，车辆运行线路、运转
方案修订，保障开学第一天的校车运
营顺畅。

据悉，此次校车整合仅用10余天
时间，成功将189台校车收购。这标志
着通城县校车正式迈入“公车公营、统
一管理”的时代，校车管理更加规范。

县城发公交集团总经理杜继明表
示，将严格按照《校车管理办法》的要
求和规定，在运营当中逐步摸索管理
经验，提升服务水平，达到政府、学校、
家长、学生满意的目标。

武警咸宁支队举行退伍老兵卸衔仪式

再见，老兵！
“一朝入伍，便军魂入骨”。8月31

日，武警咸宁支队隆重举行退伍老兵
卸衔仪式。

军旅数载，今朝离别，难舍难分。
全体老兵们摘去帽徽、肩章和领花，脱
下心爱的军装那一刻，难掩不舍，流下
热泪。他们将离营返乡，走向人生新
起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震
通讯员 王军 周鸿坤 王子成 摄

通城全面实施校车国有化运营
189辆校车由“私有”变“公有”

“一、二、三、四……”8月31日上
午，崇阳县白霓镇杨洪村旧小学操场
上，6组67岁的吕正良老人和老伴吴
炎香手捧两沓钞票，开心地数了起
来。钞票的红光映照在老俩口的脸
上，幸福的笑容从心底绽放……

“今天我们能领到将近3万块钱，
家门口务工，越来越有奔头！”数钱的
间隙，吕正良告诉记者，自从村里建
起药材基地后，村里人的日子越过越
好了！

原来，当天，该村的特色产业基
地负责人——湖北康养缘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胡盛正在给基地务
工的村民发放上半年的工资。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张硕大的会
议桌上，堆放着几十捆现金，村民排
着长队等待财会人员一一核算工
资。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
身强力壮的中年人，还有抱着孙子的
妇人。

“这么多钱摆在这里，真让人惊
喜，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及时领

到工钱的那一刻，村民程龙云绽开笑
脸，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

“今天上午共为40多位村民发放
15万元左右的工资，其中贫困户12
人！这已经是连续5天为村民发放工
资。下一轮，还将发放土地租金等！”
湖北康养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胡盛告诉记者，2018年8月，应杨
洪村“两委”邀请，他来到该村6组熊
家堡地带，流转土地320多亩，种植黄
精、芍药、金银花、射干220亩，种植凤
凰李、果冻橙、大黄桃、番黄桃、台湾
桑葚等特色水果100亩，直接带动40
多位村民就近就业。眼下，他正将废
弃的杨洪小学“变废为宝”，计划建成
集药膳、民宿、办公和药材加工为一
体的综合体。

杨洪村地处白霓镇集镇北部，过
去这里是个“三无”村，无村级阵地、
无集体收入、无党员群众活动中心，
村集体负债20余万元。村民收入无
门，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全村田地大
面积抛荒。近年来，村“两委”班子解
放思想，艰苦创业，立足地方优势，先
后引进了铁强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崇阳晓青水果专业合作社、崇阳三而
水果专业合作社、湖北康养缘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等，800多亩抛荒田地被
改造成特色产业基地，村民成功实现
家门口务工，村庄实现跨越发展。

发钱啦！崇阳杨洪村村民的幸福时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陈红菊 见习记者 王苒宇 特约记者 汪佳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全闯、
郑梦溪报道：到今年9月，通山县大畈
镇板桥村争取产业扶贫资金570多万
元，大力发展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
等扶贫产业13项，新办阳春园饼厂、
枇杷酒庄、板桥生态园、富水龙珠等4
家民营企业，带动53家贫困户、147
个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而村“两委”班
子成员家属无一人参加产业发展和
民营企业分红，村干部无一人私吞一
分扶贫资金。

近年来，板桥村党支部坚持做到
“四不、四带头”，赢得百姓信赖，村里

被评为全国文明村，被湖北省委省政
府评为“十面红旗村”，村支书刘鹤鸣
被省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板桥村地处富水库区湖畔，是全
省富水库区移民重点贫困村。2014
年初，省纪委把该村作为工作联系和
扶贫开发点，对该村进行了认真整
顿。新的板桥村党支部一班人上任
时，在全村组长、党员、群众代表会上
作出承诺，坚持“四不”为群众做表
率，做到“四带”给百姓做样子。

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村
党支部做到“四不”：即不乱占耕地建

私房，不占用救济款私分救济物资，
不挪用集体一分钱，不做违反党纪国
法的事。驻村干部、村委会5名干部
从未因私办事、个人请客送礼在集体
开支过一分钱。

村党支部坚持“四带头”，带领群
众奔小康。即带头发展民营经济，带
头移风易俗，带头帮扶包保贫困户，
带头完成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的任
务。板桥村坚持为群众办事从一点
一滴做起，执行党的政策和政府的规
定不打折扣，极大调动了全村党员和
群众建设新农村、发展当地经济的积

极性。该村引进能人创办了枇杷酒
庄、阳春圆饼厂，流转土地建起1500
亩枇杷和柑橘基地。修通1500米渠
道、拦河筑堤，解决农民防汛抗旱难；
帮助5个组修通公路，解决村民行路
难；兴办村级集体经济实体，建林特果
品基地，解决集体经济来源不足的困
难；带领群众架通10个组的有线电
视，解决1760多个村民的看电视难。

为了壮大村组经济，今年以来，
该村又组织270多名群众开垦荒山，
新发展楠竹基地200亩，梨、桃、李果
园基地150亩。

通山县大畈镇板桥村党支部

围绕“四不”作表率 坚持“四带”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