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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炸鸡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珊珊

我一向喜欢吃炸鸡等酥脆的小吃，在街边买过多
次，味道总是念念不忘，但总觉得在外面买不够卫生，
于是，闲来无事就打算自己尝试制作炸鸡柳。

找到了菜谱，我就开始摩拳擦掌准备材料。一块
鸡胸肉，清洗干净后切成条状装盘。准备一个鸡蛋打
散，一碗面包糠、一碗淀粉备用。

在切好的鸡胸肉里加入一勺料酒、一勺生抽、一勺
蚝油、一勺味极鲜、一小勺盐、十三香少许、胡椒粉少
许，家里有嫩肉粉也可以加入些，肉质会更加鲜嫩。如
果想要带些蒜香味还可以取2-3颗大蒜剁碎，戴上一
次性手套将放入的佐料一起搅拌抓匀，然后盖上保鲜
膜，静置半个小时以上让肉充分吸收佐料。

等肉将所有汁水吸收后，把腌制好的鸡胸肉一条
一条与淀粉充分搅拌，等鸡胸肉沾满淀粉后再将蛋液
倒在鸡胸肉上，让其均匀的吸收粘满蛋液。最后再将
鸡胸肉沾上面包糠，此时的鸡柳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全
部做好，放入盘中等待下锅。

起锅倒入能将鸡柳没过的食用油，开小火，等油温
6成热便可将鸡柳下锅，最好不要一次性倒入锅中，容
易粘在一起，可分开一点点的下锅，最后炸至两面金黄
后捞出。在表面撒上烧烤料或者番茄酱就能媲美街边
的炸鸡柳了。

自己制作鸡柳干净卫生，关键是想吃多少就做多
少，超市里买的一块鸡胸肉能做一大盘。周末时，窝在
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来一盘自制的炸鸡柳和一杯
茶，享受这难得的闲暇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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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楼洞明清古街——万国茶市商业街
——洞天福地——中国青砖茶博物馆

洞天福地

洞天福地山庄是川子茶砖制作技艺
的旧址，高大的拱形门曾在文革时期遭
到毁坏，后用青砖仿建。大门两旁一副
木质对联“东西口外洞庄川字飘香万里，
唐宋以来羊楼三泉酽醉千年”即刻让你
步入万里茶道，氤氲洞茶的清香。

山庄内亭楼阁宇，富有年代感的明
清古建筑和藏品，充满年代感的老物件
总能让人啧啧称奇，到了洞天福地山庄

一定要吃一顿地道的咸宁特色菜，配上
羊楼洞青砖茶，万种滋味都化成了清茶
入胃的那一份舒畅。

地址：赵李桥镇羊楼洞

Day2Day1

三国赤壁古战场——嘉树生态休闲农庄
——春泉庄——悦水山房

悦水山房

在春泉庄享用晚餐后，建议你入
住隐于山水之间的悦水山房，体验慢
生活。

悦水山房民宿隐于云水之间，依
山而设，其间茂林修竹空气清冽。这
里有个铺满小石子的庭院，民宿只有
不多不少8间客房，没有太多陌生的
叨扰。全白墙的三幢小墅，落地窗一
览无余，采光和视野都是一绝。

地址：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黄龙
社区九组

嘉树生态休闲农庄

赤壁市嘉树生态休闲农庄与中
国名茶基地赵李桥万亩茶园翘首相
望，交通便利、自然生态环境优良。
置身农庄，朝霞夕阳与鸟叫蝉鸣陪
伴，尽享大地原野芬芳，自然氧吧让
你顿觉脑清目明，真正体现农庄的
土、野、乐、趣特色。

在这里，你可以亲手采摘鲜嫩欲
滴的瓜果、蔬菜、亲手捡拾土鸡土鸭
蛋，还可以进行风筝放飞、野外露营、

篝火狂欢、烧烤野炊等活动。
地址：赤壁市茶庵岭镇白石村

（嘉树生态休闲农庄）

三国赤壁古战场

第一天首先来到三国赤壁古战
场，早上运气好可以看到景区门口气
势恢宏的开场表演，三国人物活灵活
现。走进城内，一步一景，历史遗迹
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

三国雕塑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

每位三国人物，对三国迷来说是个
绝佳打卡点。三十六计长廊充满着
智慧和人生哲理，江边的摩崖石壁
残留着历史的痕迹，赤红的“赤壁”
二字依然清晰可见，站在江边，仿佛
能听见岁月长河里孙刘联军庆功的
喝彩声。

地址：赤壁市赤壁镇武侯巷6号

春泉庄

周末的春泉庄里会安排众多亲
子互动游戏活动，还可以在自有农场
采摘、骑车、钓鱼、登山。玩累了，你
可以泡个舒适的温泉，解乏助眠，驱
散冬日的寒冷。春泉庄的温泉水引
自五龙山的真温泉水，白天看到的是
青青翠竹、田园风光，傍晚看到的是
满天星空、荧火闪烁。来这里，度假

的体验感超棒。
地址：赤壁茶庵岭镇五龙山路

（温泉大道）1号

羊楼洞明清古街

享受生活，除了美景美食，还少不了
文化的熏陶，少不了加一点“文艺”调味
剂。

12月11日，2020“一带一路”赤壁
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在赤壁羊楼洞万里
茶道文化博览中心隆重举行，重点打造
的羊楼洞古镇万国茶市商业街区、百姓
茶市民俗街区、明清古街文化街区三大
特色区域成为大会亮点。品赤壁青砖

茶，游古镇羊楼洞，一座浸润着茶香茶韵
的文化旅游街区，喜迎中外来宾。

羊楼洞明清古街脚下每一块青石板
都保存有上百年，明清时期运输的主要
工具为独轮车，在青石板上多处保留有
寸余深的车辙迹。

小道旁挂满了红色黄色的灯笼，这
里的商铺八成都是本地人经营，古街上
有茶铺、小吃店、网红咖啡馆、书屋、戏
院……走走停停，逛上一整天都不嫌累。

地址：赵李桥镇羊楼洞

万国茶市商业街

第二站，到万国茶市商业街区。这
里，装扮一新、绚丽光彩的各大展馆吸人
眼球。新建的街区空间更开阔，参展商
在布展上下足了功夫，大大提升了逛展
体验感。

据介绍，赤壁市免租及装补奖励引
导政策吸引全国百家名优茶企入驻，该

街区现入驻企业及商户114家，经营面
积18017平方米。推动万国茶市逐步建
成规模茶叶展览交易中心，加快促进羊
楼洞古镇全面繁荣。

不少来过这里的游客表示，万国茶
市商业街“外表”大方朴素，“内在”丰富
多彩。在这里既能访三国故里，寻万里
茶源，又能品尝赤壁味道。

地址：赵李桥镇羊楼洞

中国青砖茶博物馆

这个二日游的最后一站是中国青砖
茶博物馆，深入了解羊楼洞古镇茶叶史，
参观砖茶墙，亲历一场时代与茶的演变。

中国青砖茶博物馆位于赵李桥镇羊
楼洞村，于2019年10月“一带一路”茶
业大会之时开馆并对外免费开。馆内藏
品繁多、史料详实、系列完整，是国内主
题最突出、特色最鲜明、藏品最丰富、文
化底蕴最深厚的茶叶专业博物馆。虚拟

VR与实景藏品无缝融合，带游客畅游其
中，寓教于乐。

馆内展示了很多不同时期，不同年
代，古色古香，美轮美奂的的茶具，还通过
现实与虚拟VR结合的方式形象地还原
当年青砖茶的生产线。还以蜡像的形式
再现当年茶商，茶馆，茶楼待客的式样，蜡
像做得惟妙惟肖，仿佛能够置身感受到当
年茶客们啜饮浅斟，谈笑风生的情景。

地址：赵李桥镇羊楼洞
（本报综合）

山水风光 古街古城 饕餮美食
赤壁乡村温泉旅游路线，养身、养眼、更养心！

这个冬天，到赤壁这条乡村温泉旅游线路走一走，泡一泡温泉，畅享寒冬暖意；逛一逛展馆，感受砖茶
魅力；看一看乡村，拥抱绿水蓝天；尝一尝美食，体验地道农家菜，养身、养眼、更养心！

市文旅局推荐的这条乡村温泉休闲路线，会让你一次旅行拥有多种旅游体验，既可修养身心，又能领
略文化魅力。

出行贴士

冬季旅游注意事项（六）

冬季旅游，户外活动必不可少。
1.在积雪较厚的户外进行活动时，一定听从导游

人员的安排，不要擅自离队或到一些不清楚状况的区
域拍照，以免发生意外。

2.在冰雪上行走时，膝盖应微屈，身体的重心向前
倾，小步行走，这样就不易滑倒。

3.选择一双好的雪地鞋能帮助您解决大问题。进
行有一定风险的活动时（如：冰上项目、滑雪等)，一定
要听从导游和教练的指导。

4.户外活动前，搓搓手，跺跺脚，搓搓耳朵，让全身
筋骨活络起来，注意裸露在外的皮肤保暖，有了暖意再
活动时才不容易冻伤，也不会因摔倒造成骨折等伤害。

5.如果因为不小心而造成局部伤冻，要敷上冻疮
膏，而且有冻伤后不要用热水去敷，防止造成更深的创
伤，可以用雪搓、用冷水缓解，这样才能逐步康复。

6.对于登山，原始森林等恶劣环境必须选择四季
帐，在防风上一定要可靠。尽量选择带有雪裙的帐篷，
温度比不带有雪裙的帐篷温度提升5度左右。

7.垫子要首选蛋槽垫子。因为凹凸的小槽有助于
睡袋的蓬松，加强了背部的保暖性。睡袋侧重舒适选
择棉绒组合睡袋，侧重重量和体积则因选择羽绒睡袋。

（本报综合）

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资不抵
债，已于2019年3月12日被咸宁市中级
人民法院宣告破产。2020年9月11日，
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管理人拟
定的分配方案后，部分职工对其职工债权
提出异议或补充申报职工债权，经管理人
调查，确认应当更正或追加的职工异议债
权（包括工资及工资性收入）为 220,

723.50元。
职工债权清单详情同时在能一郎科

技园门口公示。职工从公示之日起15日
内对公示所附清单记载的债权数额有异
议的，可以向管理人（地址：湖北省咸宁高
新区青龙路8号能一郎科技园公寓楼8栋
1楼三单元311室）提交相应证据予以更
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以下公示的职工债权明
细表仅代表职工债权数额，具体受偿金额
要根据分配方案确定的原则进行最终确
定。管理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公示。

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2月25日

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债权更正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 计

姓名

李鹏
谢四海
向强
龙进顺
陈毅
叶清
周锦安
李健芳
谢志广
陈国治
刘合梅
石宝霞
周优含
王清旺
孙细钗
谢燕琴

原公示金额（元）

109,894.37
51,624.43
115,759.43
1,428.00
34,868.75
17,500.00

-
-

43,882.78
28,195.89
4,494.00
2,181.30
6,316.64
2,896.00

-
38,119.20
457,160.79

现更正金额（元）

110,394.17
58,077.49
117,759.43
151.36

35,868.75
21,000.00
28,086.71
32,284.24
44,936.78
32,502.66
5,994.00
2,235.25
8,238.39
4,396.00
3,900.00
40,501.65
546,326.88

增加金额（元）

499.80
6,453.06
2,000.00
-1,276.64
1,000.00
3,500.00
28,086.71
32,284.24
1,054.00
4,306.77
1,500.00
53.95

1,921.75
1,500.00
3,900.00
2,382.45
89,166.09

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追加职工债权汇总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 计

姓名

谢四海

郑景福

叶清

陈居

焦涛

谭振仁

江诗雄

追加职工债权汇总表

1,335.47

30,352.75

22,250.00

37,662.50

12,400.00

7,556.69

20,000.00

131,557.41

能一郎职工债权公示（第三次）

赤壁市P（202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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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
公司对赤壁市P（2020）28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
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市P（2020）28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夏龙铺社区蒲圻

大道与光华路交叉口西北侧2020-供地-城区-5号地块；
（三）出让面积：35813.48平方米(合53.72亩)；
（四）容积率：＜2.0；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7301万元；
（九）交易结果：1350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

22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23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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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
公司对赤壁市P（2020）26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
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市P（2020）26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陶瓷厂片区地块三；
（三）出让面积：27991.01（约41.99亩）；
（四）容积率：＜2.0；
（五）土地用途：商住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住宅7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4022万元；
（九）交易结果: 800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

22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23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5日

赤壁市P（2020）26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赤土拍卖P（202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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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
司对赤土拍卖P（2020）29号地块国有建设使用权公开
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宗地编号：赤壁拍卖P（2020）29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砂子岭社区平

安路北侧；
（三）出让面积：29129.53(合43.69亩）；
（四）容积率：＜1.6 ；
（五）土地用途：商服用地（商务设施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7008万元；
（九）交易结果：11000万元 ；
（十）公告时间：2020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

22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23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5日

赤壁市P（202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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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北泉盛拍卖有限公
司对赤壁市P（2020）27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
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一）地块编号：赤壁市P（2020）27号；
（二）宗地位置：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赤马港社区

2020-供地-城区-2号地块；
（三）出让面积：6565.26平方米(合9.84亩)；
（四）容积率：＜1.2；
（五）土地用途：商服用地；
（六）出让年限：商业40年；
（七）供地方式：拍卖；
（八）起始价：1840万元；
（九）交易结果: 2500万元；
（十）公告时间：2020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

22日；
（十一）拍卖时间：2020年12月23日；
（十二）受让人：赤壁市蓝天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25日

房屋出售公告
现有位于通城县雁塔路的一栋独立别墅，建筑

面积500多平方米（三层），价格面议，有意者电话
联系，联系电话：15917249977，联系人：何先生。

2020年12月25日

湖北麻一建设有限公司遗失湖北麻一建设有限公司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印章一枚及叶泽仁法人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181180360029J，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咸安区董继宁美术馆遗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咸宁市咸
安区环城路支局开具的发票6份，发票代码：142121953002，发票号
码 ：00521053、 00521298、 00525554、 00521092、 00521297、
00525555，每份发票价税金额2700元，合计16200元，特声明作废。

张东洋遗失咸宁市双鹤驾校报名发票一张，发票编号：14476422，
发票金额3300元，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音乐家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421200777562096G，特声明作废。

周淼清遗失位于赤壁市车埠镇车埠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合同编码：421281103209070047，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安居锦绣华堂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1200MA491DHG2D，特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湖北声旺置业有限公司解除合作关系的声明
夏勤石、成重任于2013年6月3日，把公开竞拍

到的p(2012)007和P(2012)008号两商住地块权属，
用我公司名号去土地局领取了证件。现几经换证，
两地块合并登记为:吉祥小区、土地使用权证号为:
通国用(2014)第0135号。

现在他们自主成立了通山福相随房地产有限责
任公司，今要求解除合同，过户至自己公司名下，并
在公示期间内与公司商治事宜，在该地块过户手续
办理好以后，就互不相欠对方任何债权债务。

声明人:湖北声望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5日

关于赤壁市偏脊山矿区石灰岩矿采矿权流拍公告
原定于2020年12月25日10：30在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2楼会议室举办的赤壁市偏脊山矿区石灰岩矿采矿权（咸宁市
KＰ〔2020〕01号）拍卖会，因截止2020年12月24日16时竞买人
不足3人，根据《矿业权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该标的流拍。

特此公告。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咸宁市矿业权储备交易管理办公室
湖北圣典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