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员杨
清报道：9日，步入通山县南林桥镇格
林农业示范种植基地，翠绿的橘树映
入眼帘，数十名农户忙着移栽橘苗。

格林农业示范种植基地项目是该
镇去年引进的重点项目之一，也是市
级重点项目。该项目以种植“秋美人”
砂糖橘为主，计划总投资2.3亿元，在
五年内开发成万亩农业示范基地，打
造南林橘红小镇产业园。

“今天有 30 人务工，高峰期有
1000多人。”基地负责人张庆军说，已
在高桥、大坪、石垅、罗城等7个村流
转土地种植砂糖橘，目前面积达9000
多亩。除技术人员外，全部聘请当地
农户务工。

程暮雪是大坪村1组村民，孩子
出生时体质较差，夫妻二人长期四处
求医，孩子成功治愈，但家中经济负担
增重，2014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

“丈夫在外打零工，我只能留在家
里。”忙着松土的程暮雪向记者介绍，
家中两个小孩都在上学，另有一高龄
老父亲，都离不开她的照顾。

去年3月，格林农业顺利落户南
林桥镇，程暮雪在村干部的介绍下，实
现了务工增收的愿望。“站在这里，就
能看到我家。”程暮雪放下手中工具，
指着不远处的房子告诉记者，在基地
务工离家近，既能照顾家里，还能增加
收入，感觉特别满意。

陈清娴也是大坪村贫困户，今年
58岁，因腿部有伤无法干重活，村干
部与基地负责人沟通，尽量安排轻松
活给她做。今年，已经收入6000多元
的陈清娴，对政府和基地充满了感激。

据悉，格林农业已带动300余户
贫困户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南林桥双创扶贫产业园是省重点项
目，同样带动许多周边劳力就业增收。

步入园区，恰遇夏亚望下班。他
是石垅村村民，因家中亲人患病而致
贫。过去，他常年在县域内打零工，有
一天事便干一天活，收入不稳定。今
年初，他能接到的活更是少之又少，心
中压力倍增。村干部了解后，及时介
绍他到园区工作，让他在家门口实现

稳定就业。
近年来，通山积极通过扶贫工厂、

公益性岗位等途径，积极帮助贫困户
实现稳定就近就业。今年受疫情影
响，各行各业就业压力较大，该县抓住
重点项目推进机遇，积极帮助贫困劳
力与就近项目对接，既解决项目用工
难题，又让贫困劳力实现就近稳定就
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该县咸九高
速、富水湖综合开发等一批重点项目，
已带动1.13万人实现就近稳定就业。

对接重点项目 解决用工难题

通山上万人就近就业增收

贫困户吴元明：养鸭摘穷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袁俊

“看着这么多的订单不断涌来，我
养鸭致富的信心更足了。”18日，赤壁
市柳山湖镇腊里山村贫困户吴元明，
坐在他的农用车里，笑呵呵地数着卖
土鸭蛋得来的钱。

吴元明为了养好鸭子，一天有
16个小时待在农用车里，方便随时
照看鸭子。他说：“扶贫干部给了我
生活的希望，我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机会，把鸭子养好，不辜负他们对我
的帮助。”

“他是典型的人穷志不穷，这不，
靠着自己的勤劳肯干摘掉了穷帽。”随

行的柳山湖镇扶贫干事徐昌全告诉记
者，吴元明2017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后，帮扶干部拿出最适合他的脱
贫方案，最终，养鸭成了吴元明脱贫致
富的“法宝”。

勤奋，是大家对吴元明的一致印
象。养鸭原本就是一件吃力的事，而
吴元明的养殖方法更为辛苦。为了提
高鸭的品质，他选择不受场地制约放
养在田间，鸭子在田间安了家。吴元
明也索性住进了自己的农用车里，带
着鸭群四处放养。

去年11月，徐昌全走访吴元明

时，吴元明对他说：“前几天银行说，万
一我偿还10万元贷款有困难，可以先
偿还5万元。可我有2000多只鸭子，
还有这么多鸭蛋也滞销，就是偿还5
万元还差5000元左右。”

听到吴元明的诉求，徐昌全没有
片刻犹豫，立即对他说：“不足的5000
元我先帮你垫付，鸭蛋滞销问题我们
帮你解决。”短短的交流，让困难群众
感受到扶贫干部的决心与温暖。在离
开吴元明家里的时候，徐昌全现场购
买鸭蛋300枚。

吴元明说，这件事情给了他很大

的信心，点燃了他心中脱贫致富的梦
想，让他坚信未来可期。

上有年近九旬的老母亲，下有
智力障碍的11岁孩子，智障妻子则
离家出走杳无音信，这并没有击垮
吴元明。他经常说：“党和政府给了
我希望，只有不停的做事，才能让老
母亲安享晚年，才能给孩子生活保
障。”

镇村两级也竭尽所能为吴元明解
难。今年疫情后，政府搭台针对贫困
户开展“以购代扶”活动，一天时间便
销售完他家中的2000斤鸭蛋。

金蝶飞舞满枝黄
老屋、老人、老银杏树……深秋时

节，记者沿蜿蜒盘旋的通村公路走进
崇阳县天城镇常岭胡家时，邂逅了一
个银杏树下的村庄。

这是一棵国家一级古银杏树，树
高30多米，树龄近500年。它与苍翠
的竹林相伴，树下是一座夯土老屋，屋
旁有一凉棚，周边是新盖的楼房。虽
然朴素，但气势壮观，也很有原始生态
感。光从云层中透出，照在银杏树上，
金蝶飞舞满枝黄。

随着通村公路的铺设，这个银杏
树下的村庄也成了“网红”。每年这个
季节，都会迎来很多游客和摄影爱好
者打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马丽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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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持续推动“六大”活动成果转化应用

报道反馈

本报讯 记者周阳、通讯员杜波、
钱炯石报道：店外干净整洁，没有摆放
椅凳、油锅、煤气罐、桶等，地面和墙上
没有了污垢……这是昨日咸宁大道竹
山里经济快餐店呈现的景象，而该店曾
上了市中心城区餐饮店经营情况黑榜。

10月28日，市城管执法委通过本
报发布市中心城区餐饮店经营情况红
黑榜，6家餐饮店因长期违规出店经

营、店外环境“脏乱差”等原因上黑榜。
事后，市城管部门加强管理，与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督促相关餐
饮店规范经营，确保整改实效。

竹山里经济快餐店位于市城管执
法委综合执法四大队辖区，该大队采取
针对性管理措施，责令商户迅速清理占
道物品，还街道整洁有序。同时，该大
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和商户，三方协商

解决方案。目前，商户重新调整了店内
布局，所有餐桌、餐具全部入店，门店周
边油污全部清洗干净，墙面重新粉刷洁
白。至此，市中心城区6家上黑榜餐饮
店全部整改到位。

市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
续与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整治
行动，从严管理，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
全。大力推行“门前三包”责任制，督促

沿街商户维护好环境卫生。加大日常
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市民遵守城市文明
守则，不乱扔乱堆。定期开展街道“清
废”行动，净化街道环境，促进城市管理
工作的长效化和精细化。

餐桌餐具入店 油污清洗干净

市中心城区上黑榜餐饮店整改到位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21～23日受高空波动和地面冷空气南下影响，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并伴有3～4级、阵风5～6级的偏北风。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转小雨，偏北风3～4级，10～15℃;22日：阴天有小雨，偏北风3～4级，8～11℃；23日：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4级，7～9℃。

服务热线： 56869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报
道:近日，我市获评湖北省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先进集体。

截止目前，我市按照中央
和省决策部署，全面完成了“十
三五”易地扶贫搬迁11285户
33993人的建设搬迁任务 。建
设任务完成后，市发改委、市易
迁办围绕资金清查、后续扶持
薄弱环节排查、工程质量安全
排查、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等方
面，集中精力加大易地扶贫搬
迁问题整改力度，进一步巩固
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

今年以来，市发改委、市易
迁办着眼提高脱贫攻坚质量和

安置点群众生活水平，大力开
展后续扶持工作，补齐配套设
施短板，完善水、电、路、网等基
础设施，为有条件的安置点配
备菜地、公共用房、农具房等服
务设施。

据了解，全市402处集中安
置点均选择资源条件较好、产
业基础较好、就业创业便利的
地区；80%的集中安置点紧靠村
委会，20%的安置点紧靠工业园
区或中心镇区，近百个集中安
置点附近配建了扶贫车间（扶
贫微工厂），真正让搬迁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
富”。

我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获省级表彰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
讯员刘春燕、王立报道：11月
17日，中石化咸宁分公司召开

“传承石油精神，持续攻坚创
效”先进事迹报告会。

报告会上，6名宣讲人员用
质朴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和真
挚的情感，以“传承石油精神，
持续攻坚创效”为主题，从不同
角度和不同侧面深情讲述了老
一辈石油人艰苦奋斗、开疆拓
土的创业故事和新一代石油人

奋力拼搏、以站为家的奋斗历
程，总结了咸宁石油人不畏艰
难、不惧危险，取得抗疫创效双
战双胜的奉献精神。

报告感人至深、催人奋
进。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深
入学习老一辈石油人顽强的意
志、高昂的斗志、高尚的品质，
学习新生代石油人勇闯市场、
拓销增量、攻坚创效的优秀事
迹，争做新时代石油精神的传
承人。

中石化咸宁分公司

举行先进事迹报告会

本报讯 通讯员刘治乾、
任婧报道：11月17日，走进咸
安区泉塘社区聂家湾巷，整齐
划一的停车位，有序停放的车
辆，干净整洁的路面，一股文明
祥和的新风迎面而来。

“以前，乱停乱放现象很严
重，经常拥堵不堪，这次社区帮
我们重新规划了停车位，为我
们居民解决了燃眉之急。”家住
聂家湾巷232号的秦阿姨称赞
道。

近年来，随着市区人口的

不断增加，车辆越来越多，导致
车辆见缝插针到处乱停乱放，
连背街小巷都停满了车辆，严
重影响人居环境和消防安全。

温泉街道泉塘社区以创文
为契机，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对
辖区的停车难等问题进行专项
整治。截止目前，泉塘社区联
合施工队共完成了王家桥小
区、泉塘新村、张杨陈小区、聂
家湾巷、郭家湾小区、塘角路小
区等停车位的划线工作，共增
划了222个停车位。

咸安温泉街道泉塘社区

新增222个停车位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
讯员金莎报道：11月18日，记
者在咸宁高新区了解到，“ 双十
一 ”物流高峰期，咸宁消防高新
区大队在辖区仓储物流场所开
展消防安全宣传培训活动，为仓
储物流公司消防安全保驾护航。

活动中，物流车辆载着
“关闭明火、关闭燃气、关闭电
源”等公益广告穿梭在大街小
巷。消防宣传月活动开展以
来，宣传人员为各仓储物流公

司的工作人员讲解了安全通
道保持畅通的重要性、电器线
路敷设与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等。尤其强调在给单位配货
常用的电动车充电时，一定要
远离易燃物品，充电时间不要
过长，充电时应当按照说明书
规定进行充电。

宣传人员还利用现场的灭
火器材，为场所工作人员演示
讲解了灭火器、室内消火栓使
用及日常维护方法。

咸宁高新区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培训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报
道：11月20日下午，全市2021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
调，确保不折不扣、按时按量完
成《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湖
北日报》和《咸宁日报》等党报
党刊发行任务。

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治国
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
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做好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
提升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认真
做好重点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要发扬优良作风，采取积极措
施，加强统筹协调，落实订阅任

务，保障订阅经费，提高发行质
量，保持党报党刊发行数量稳定。

会议要求，要着力加强党
报党刊的阅读使用。学好用好
报刊是做好发行的目的，要切
实提高党员干部阅读党报党刊
的积极性、主动性，把阅读党报
党刊作为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的重要手段。要通过组织党员
干部认真研读、学好用好党报
党刊，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省委工作要求和市委工作
安排上来，引导全市上下牢记
嘱托、砥砺奋进，奋力谱写咸宁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全市2021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要求

不折不扣按时按量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重点项目建设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健、通讯员王莹报道：11月4日，赤壁
市与永锭（赤壁）纺织有限公司签约无
纺布项目，为蒲纺工业园注入新资本、
新活力。

永锭纺织有限公司是从事纺织品
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企业。本次全棉水
刺无纺布生产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
建设面积1.2万平方米，建成后预计年
产全棉水刺无纺布6000吨，产值2.8亿
元。

据悉，此次项目落地将进一步盘活
蒲纺现有闲置资产，推动赤壁纺织产业
振兴发展。

过去，残旧的厂房，剥落的墙壁，泥
泞的道路，这是大多数群众对蒲纺闲置
厂房的印象。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城市经
济结构的转型，类似蒲纺纺织厂这类拥
有过光荣与梦想的工厂逐渐退出了历
史舞台。近年来，赤壁市委、市政府为
了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蒲纺区域经济发
展，加快招商引资步伐，通过统一规划，
将已有旧厂房、旧仓库更新改造而成创
业园区，吸引大批企业落户，助力产业
转型升级。

如今，蒲纺创业基地内厂房林立，
整齐划一的建筑风格，靓丽的外立面，

宽敞平顺的道路，令人眼前一亮。
“抓安全、保质量、促进度，我们将

全力以赴实施蒲纺创业基地基础设施
改造。截至目前，厂房外立面、基地道
路、管网改造铺设等工程均已完工。”赤
壁市城发集团工程部部长张家富告诉
记者。

据悉，蒲纺创业基地基础设施改造
项目投资约 3000 万元，城发集团于
2018年上半年开始对蒲纺纺织厂进行
整体规划，改造原厂房、办公楼、职工宿
舍、食堂等，建设道路、供水、燃气、电信
等基础设施，为该基地成为一个企业、
资金、技术相对集中的创业创新集聚区

打下坚实基础。
目前，蒲纺创业基地中的湖北泽瀚

实业有限公司、赤壁市彤绮纺织有限公
司、赤壁市金昌实业有限公司、湖北赤
壁日升新能源有限公司、湖北蒲纤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均已经顺利投
产。加上此次永锭纺织入驻，蒲纺创业
基地投入已超过4.2亿元，预计创业基
地每年可创税约2000万元以上，新增
就业岗位200余人。

赤壁蒲纺老厂房焕发新生机
投入4.2亿元振兴纺织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