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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街头，一座座公共厕所或新建，或改造一新——

让“方便”之处更方便
（详见第二版）

近日，市区开展人行道违停整治，共计开出1700张罚单——

重罚，只为还道于人
（详见第四版）

微型述评

17日，嘉鱼县渡普镇王家庄村忠
文脐橙种植专业合作社脐橙基地一片
丰收景象，农户们忙着采摘脐橙。

王家庄村曾是嘉鱼县12个重点贫
困村之一，大多百姓以养鱼为生，收入
水平不高。近几年来，通过大力发展
脐橙产业，越来越多的村民鼓了荷包，
过上了好日子。

截止目前，该村已带动47户贫困
户脱贫，全村每户平均增收5万元以
上。据统计，今年该村脐橙种植面积
已达3300亩。

脐橙产业扶贫只是我市产业扶贫
的缩影。市农业农村局透露，全市特色
产业带动在家有劳动能力贫困户比率
达到100%，全市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在
家有劳动能力贫困户比率达到100%。

实践证明，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
的根本之策，没有产业支撑，脱贫攻坚
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育产业、强主体、拓市场、创品牌、
建机制，如今，产业扶贫在鄂南大地枝
繁叶茂。

产业脱贫，挑起了咸宁脱贫攻坚
大梁。

脱贫产业基地有特色、有规模。
2020年，崇阳县鸡鸣峰中药材种植公

司、叶氏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联合200余
户农户（其中贫困户45户)，在鸡鸣峰
山及山脚周边新种植白芨3000亩，计
划下半年发展到10000亩。崇阳桂花
泉镇新增雷竹3000余亩，雷竹栽种总
面积达到9000余亩。截至目前，全市
玉米、大豆、红薯等特色杂粮种植面积
增加8万亩；新发展中药材、茶叶、水果
等特色产业基地超过2万亩，其中中药
材 8000 亩以上，茶园 5000 亩，雷竹
3000亩，水果3000亩。特色产业带动
贫困户达到9.18万户，特色产业覆盖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比率超过100%。

脱贫产业主体有典型、有带动。
湖北种乐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
事红薯种植加工，建有红薯加工厂，年加
工能力2000万斤，公司通过“龙头+基
地+农户”模式保底价收购红薯，2020年
带动全市发展2万亩红薯，带动近千名贫
困户增收，公司按0.35/斤进行保底收
购。湖北领康中药材公司采取龙头企
业+村集体+基地+农户的模式，在崇阳
县8个村建立中药材基地8600多亩，带
动铜钟、在下、清水、龙飞、坳上等村级集
体年经济增收5万以上，500多户贫困
户每户年增收近万元。

脱贫产业技术有培训、有指导。

制定《2020年“桂乡农匠365”开展“推
技术、兴产业、保增收、促脱贫”农业技
术服务专题行动方案》，组织桂乡农匠
专家组下基层开展技术服务4次。联
合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举办咸宁市
农民教育培训香菇种植培训班，组织
各地香菇种植大户45人参加集中理论
培训及参观学习。同时开展“一村多名
大学生”培训，实现所有行政村“一村多
名大学生计划”学员培养“全覆盖”。全
市“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报名1007人，
录取450人，其中贫困村录取120人。

脱贫产业政策有力度、有支持。
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办联合制定《咸
宁市2020年产业扶贫工作要点》，指导
各地做好2020年产业扶贫工作。各县
市区上半年纷纷出台了支持政策，其
中咸安区《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脱贫攻坚工作的实施方案》、
《嘉鱼县 2020 年度产业扶贫奖补办
法》、赤壁市《奋力夺取“战疫”“战贫”
双胜利工作任务责任分解表》、通城县
《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及返乡就业创业
优惠十条》、崇阳县《2020年脱贫攻坚
巩固提升产业扶贫政策》、通山县
《2020年巩固脱贫成果、推动农村产业
发展奖补实施方案》。崇阳县针对贫

困户和边缘户出台8项奖补措施，覆盖
15个产业，每户最高可达2000元。

脱贫产业模式有创新、有成效。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了易于推广、管理
简单、效益良好、见效快捷的红薯、早
春玉米、西瓜、马蒂、葛根、白茶等6个
好品种，在“135”林下生态养殖模式
上，新推出壮大村集体的“235”林下生
态养殖模式，以及稻虾共作模式、白芨
合作种植模式、龙头企业带动模式等
新产业模式。2019年至今，在全市87
个贫困村重点推广了“135”林下生态
养殖模式，累计建成育雏基地3个，发
展“鸡别墅”4747个，发放鸡苗21万
羽、豚苗1万只。在崇阳县蛤蟆石村建
立育雏基地，年出栏量将在10万羽。6
个新品种、6个新模式累计带动贫困户
2万余人。

最是一年秋色好，产业花开别样
红。放眼鄂南希望的田野上，扶贫产
业风生水起，全面小康的生动图景昂
然铺开，处处是希望在升腾、幸福在绽
放。

产业扶贫托起小康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
者童金健、通讯员但唐静报道：
11月26日，2020“一带一路”赤
壁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新闻发
布会在广州举行，专场推介“轻
砖茶”，并受到热捧。

在广州专场推介会上，赤壁
市茶发集团重点推介了赤壁

“轻”砖茶。

据介绍，由于传统的青砖茶
又大又硬，饮用不太方便。为了
满足当下不同人群的新需求，赤
壁市加强产品研发，推出了一系
列新式“轻”砖茶。与传统赤壁
青砖茶相比，新产品更加便捷
化、更加时尚化、更具功能化、更
加多样化。产品上市后，受到市
场青睐。

赤壁青砖茶广州专场推介会举行

新式“轻”砖茶受热捧

在“抗疫”青年志愿服务中表现突出

我市一个团队和一名个人获国家表彰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员彭洪报道：近日，经

中央批准，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决定表彰
一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中涌现出的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团市委“12355”心理援助志愿服
务团队获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
进集体”；我市青年志愿者程景坤获评“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团市委“12355”心理援助志愿服务团队，疫情期间
通过线上招募心理援助服务志愿者90人，建立了“知名
专家督导+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的工作架构。通过线
上+线下的咨询方式，24小时在线为市民提供咨询服

务，累计为236名市民提供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6100
分钟，及时的回复、耐心的倾听、适当的建议、合理的干
预，让求助者波动的情绪得到抚慰，将恐惧和焦虑转化
为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

青年志愿者程景坤，疫情期间积极开展防疫物资
募集、运输等志愿服务，表现突出。他组建防疫物资募
集小分队，募集防疫资金，为医务人员、党员志愿服务
者运输防疫物资；曾连续7昼夜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最多时一天驾车行驶400余公里，为疫情定点医院运送
防疫物资，以实际行动展现了青年志愿者的爱心善意
和责任担当。

“十三五”成就巡礼·县域篇 4

本报讯 记者镇强报道：日
前，全省“双拥模范城（县）”、“拥
军优属先进单位”、“拥军优属先
进个人”等表彰名单公布，我市
被评为“双拥模范城”。

根据表彰名单，我市与黄
石、荆门等20地获评“双拥模范
城（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咸
安区财政局、嘉鱼县鱼岳镇人民
政府、通城县“小红帽”志愿者协
会被评为“拥军优属先进单位”；

武警咸宁支队执勤一大队机动
中队被评为“拥政爱民先进单
位”；通山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洪
豪，崇阳县桂花泉镇东源村村民
张日平，湖北平安电工材料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潘渡江，赤壁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股负责
人余晓兰被评为“拥军优属先进
个人”；赤壁市人民武装部政治
委员肖剑锋被评为“拥政爱民先
进个人”。

全省“双拥”表彰名单公布

我市获评“双拥模范城”

甘蔗熟了
日子甜了

11月17日，嘉鱼县新街镇港东村2
组，村民熊明焕正在采收甘蔗。

据了解，该镇土地、气候适宜，村民
一直都有种植甘蔗的传统，全镇种植面
积500余亩，种植户超过150户。村民
们靠着这一根根甜滋滋的甘蔗，过上了

“甜日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杨远思 摄

本报讯 记者程昌宗、通讯员周红松报道：11月
3日，位于通城县马港镇金山村的裕丰生态农业种植
合作社基地里，50岁的合作社负责人何敏望着大片
长势喜人的天麻，心情挺好。

“明年10月，这些天麻就可以采收上市了，至于
销路——还没出通城县就能卖光。”何敏说，现在中药
材价格一路上扬，种植基地的货俏得很，“还在地里就
被客商盯上了”。

5年来，原本在外经商的何敏和合伙人陆续投资
700多万元，在海拔700多米的金山村流转1000多
亩土地，采取林下套种药材方式，主要种植贝母、玉
竹、黄精等林下药材，辅以木本药材黄柏、灌本吴茱萸
套种遮阳，减低土地投入成本，使土地使用率倍增。

金山村党支部书记聂兆甫说：“基地带动了周边
村民用工，有20户贫困户共70余人常年在基地从事
除草、采收等劳作，每人每天可以领取到120元左右
工钱。”

此外，还有一部分村民在合作社指导下零星种植中
药材，基地提供种苗及技术，也为村民增加了不少收入。

何敏说，过两天，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湖北
中医药大学专家们会来到基地，共同探讨种植中药材
深加工项目，“我们要以合作社为依托，提升产品附加
值，让地里长出的黄精变成黄金。”

在等着大学专家前来“传经送宝”的还有湖北润
康药姑山中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明，他说：“这个月
要跟湖北中医药大学举行一场签约仪式，对一项重要
中医药类科研成果进行产品转化。”

位于通城经济开发区的湖北润康药姑山中药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投资
2.4亿元，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销额可达5亿元，安
排劳动就业350人。

穿梭在厂房里，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生产车间
里已经安装完毕的各种设备，李光明的自豪之情溢于
言表：“我们公司按照国家GSP标准，正全力打造现代
中医药企业和现代医药物流一流企业。”

公司目前运行怎么样？李光明说，仅公司旗下的
医药物流配送项目，今年就已经完成纳税2000多万
元，等中药材生产线投产以后，“整个通城县的中药材
都‘吃’得下”。

“通城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素有江南药库美
誉。”县中医药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杜艳珍说，通
城天然野生中草药品种多达166科、1313种，盛产黄精、白芨、七叶
一枝花、钩藤等名贵中药材。目前，全县共发展中医药龙头企业13
家，种植专业合作社58家，家庭农场17家，落实种植基地246个，带
动了近5万农民参与产业发展。

“通城中医药全产业链产值正向300亿元进军，将建成国家水
准、华中一流、湖北样板的中医药产业集散地、中医药文化传承地、
现代中医药科技研发地、中医药养生旅游目的地、健康产业发展引
领地，打造全国中医药产业大县。”杜艳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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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谭宏宇、通

讯员王秋实报道:11月26日上午，市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读书班
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专题报告会，邀请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肖
伏清作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专题报告。

市委书记孟祥伟主持专题报告会
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出
席专题报告会。

报告会前，肖伏清深入咸安区汀

泗桥镇洪口村熊家湾调研，并就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村民
进行互动交流，面对面宣讲全会精神。

报告会上，肖伏清围绕“全会召开
的重大背景、全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全
会确定的重大方针、全会作出的重大
部署、三农肩负的重大使命、实现目标
的重大保证”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解读，为大家作了一场十分精
彩的辅导报告。

报告站位高远、内容丰富、重点突
出、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思
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认
真聆听学习，对五中全会精神有了更

加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孟祥伟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这次宣讲报告会为
契机，按照“三快三联三抓”要求，迅速
兴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
热潮。要认真对照中央《建议》和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运用“六大”活
动成果，编制好咸宁“十四五”发展规
划，切实把五中全会精神转化为咸宁
抢抓战略机遇、完善思路举措、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

孟祥伟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
扎实做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全市上
下要切实把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焕

发出的热情和干劲，转化为冲刺四季
度的实际行动，把咸宁各项工作往

“深实严细久”里做，确保我市“十三
五”圆满收官、“十四五”顺利开局，为
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奋力谱写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咸宁
力量。

市委副书记张士军，市委常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咸宁军分区政委，市法检“两长”，咸宁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湖北科技学院、咸
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市
直正县级以上单位及垂直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市委宣讲团成员参加学习。

省委宣讲团来咸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肖伏清宣讲 孟祥伟主持 王远鹤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