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锚定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市工作要求，以建设国
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为抓手，
将崇阳县打造成国家“两山
理念”实践创新示范样板，
着力创建全国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湖北
山区乡村振兴引领区、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幕阜山绿
色新型工业示范区、后发地
区改善民生先行区，在高质
量发展方面走在全省全市
前列，在产业转型、新型城
镇化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
方面取得新突破，在农业农
村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
化、生态环境质量、人民生
活水平等方面全面提升。

“十四五”时期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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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章戈报道：1月
10日是第35个“110宣传日”，也是首
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中国人民警察
节”的设立，是每一位人民警察所热切
期盼的，更是对公安工作的肯定。1
月8日，崇阳县公安局启动系列庆祝
活动。

峥嵘岁月，薪火相传。为加强新
录用民警的职业荣誉感与使命感，走
好从警第一步。上午8：30，我局举行
新警入警宣誓仪式。伴随着“人民公
安向前进”这一雄壮的歌声，宣誓仪式
正式拉开序幕。入警宣誓仪式由局党
委委员、政工室主任程立主持，新警
代表吴江海领誓，10余名新警面对
庄严的警旗，高举右拳，许下了自己
作为人民警察的铮铮誓言：“我志愿
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坚决做
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铿锵有力的声音久久回响

在仪式现场。新警们正式成为一名人民
警察，从此踏上了从警的无悔征程。

上午9时许，县公安局政工室、警
令部、刑侦、治安、禁毒、交警等多警种
民警在崇阳县金泰广场设立110宣传
咨询点。活动现场，民警通过悬挂横
幅、发放110报警知识宣传单、摆放宣
传展板、张贴宣传海报以及现场讲解
等形式，广泛宣传如何正确拨打110
报警电话以及如何防抢、防盗、防火、
防诈骗、交通出行安全、抵制毒品等知
识，并现场接受群众咨询，解答疑惑。
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做好冬季疫情防控
措施，减少公共场所出入，避免大型场
所就餐，出门戴好口罩，做好自我防
护，切不能掉以轻心。

上午10时，崇阳县公安局邀请县
一中50余名师生走进局大楼参观，同
学们通过观看崇阳公安系列宣传片，
了解了崇阳公安历史以及疫情期间的
英雄事迹。

随后，民警带着师生一起参观
110指挥中心、“雪亮工程”，干警对师
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活动结束
后，县公安局警令部负责人舒伟超提
到：“110开放日，请广大师生到公安
体验生活，就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了
解110工作，利用110保护自身安全，
更好地学法守法，维护社会安宁。”

上午10时，特巡警组织50余名特
警在城区重要区域，采取车巡和步巡
相结合，循环式开展巡防工作，增加巡
逻频次，增加巡逻密度，切实提高预
防、发现和打击现行违法犯罪的能力，
全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随后，特巡警在崇阳一中进行拉练
演示。随着现场指挥的一声令下，拉练
正式开始，多名手持钢叉、防暴盾牌等
警械的应急处突队员，按照处突预案，
分两组迅速散开控制现场。一边疏散
师生并对现场警戒，一边迅速组成防暴
队形，将“暴徒”牵制在可控范围内。面

对手持棍棒的“暴徒”，局面不能再僵持
下去，现场指挥果断下令实施强攻。四
名手持盾牌、钢叉、警棍的队员伺机而
动，在手持盾牌队员的掩护下，持钢叉
的队员抓住机会，瞬间拦腰将“暴徒”腰
部控制，持警棍队员立即上前将“暴徒”
制服，整个抓捕过程一气呵成，在场学
生纷纷向民警们敬礼致敬。

通过“110”宣传日活动，学校师
生深入了解了公安110工作，既增强
了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又加深了师
生对民警工作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以
此为契机，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坚
定的信念、更加扎实的作风，为维护崇
阳县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应
有的贡献。

崇阳县公安局举办系列活动

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平安崇阳
崇阳县公安局协办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国文、通
讯员黎志远、闻斌报道：1 月 5 日，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聚力崇阳疫后
重振”崇阳县“抗疫”书法美术摄影
作品展览在天城剧院举办。市委常
委、崇阳县委书记杭莺，县委副书
记、县长郑俊华观看了展览。

此次展览由崇阳县委宣传部、
县文联主办，县书法家协会、美术家

协会、摄影家协会承办，天城剧院协
办。旨在用文艺作品弘扬精神力
量，展现疫情防控攻坚战和复工复
产中各行各业的精神风貌，更好地
发挥文艺作品强信心、暖人心、聚民
心、筑同心的重要作用。展览时间
为1月 5日至 8日，共展出作品109
件，其中书法51幅、美术15幅、摄影
43件。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崇阳
县委、县政府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
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的总体要求，一手抓城
区，一手抓农村；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全县上下与全国
人民一道同舟共济抗击疫情，勠力
同心投身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伟

大实践，用心血和汗水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胜利，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县汇
聚磅礴力量。

县领导程冰野、王艳梅、王崇
琳、王良永、蔡耀斌、张正韶、石磊、
刘秋芬，参加县“两会”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广大文艺爱好者、市民参
观了展览。

弘扬抗疫精神 聚力疫后重振

崇阳举办抗疫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甘源报道：
1月4日，记者从市林业局获悉，经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崇阳雨山国家
石漠公园今年将开始建设。这是我省
建设的首个国家石漠公园，也是该县
继桂花林场国家森林公园后的又一国
家级公园。

崇阳雨山国家石漠公园位于崇阳
县路口镇境内，属于幕阜山系低山丘
陵区，长江上中游岩溶地区石漠化综
合治理区，是罗霄山脉水源涵养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雨山是崇阳东
部最高山，主峰海拔1029米，山上沟
壑深窄，坡多绝壁，地表遍布石灰岩，
是崇阳县石漠化严重地区。

据了解，该公园规划总面积
774.72 公顷，其中生态保育区面积
570.46 公 顷 ，占 公 园 总 面 积 的
73.63%。

近年来，崇阳县通过飞播和封山
育林，使雨山大面积石漠披上绿装，生

态明显改善。境内分布有石林、石阵、
溶洞、天坑、狮子岩、吊崖等天然景观，
景观类型丰富，观赏性强。

公园所在区域属于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紧邻杭瑞、咸通高速，距离崇
阳县城18.5公里，距咸宁市区51公
里，交通便利。

近日，记者来到该公园内，只见当
地乡亲们唱着当地原生态民歌，围着热
气腾腾的土灶，正在制作红薯粉。他们
都是咸宁市崇阳县路口镇高耀村的种
树人。这里刚下过雪，雨山披着一层银
装，种树工作暂缓了。在山上，负责管
理种树的崇阳县南边香榧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夏双良，正在查看最近新购
进的一批苗子，以防树苗被冻伤。

说明来意后，夏双良笑着说，看这
个苗也够大、这一棵苗也不便宜吧？
在那边起价就150元（每棵），一亩地
栽40棵就是6000元钱，这还没算工
钱、地租，三年下来一亩的成本差不多

1万元。
什么树苗这么贵？夏双良告诉记

者，这些是从浙江诸暨引进10年树龄
的香榧苗。

2017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夏双
良，响应省委省政府的精准灭荒行动，
带着全部积蓄一头扎进了自己家乡
——咸宁崇阳雨山。对面这个山全部
都是芭茅草，把它砍伐出来后，发现全
部是梯田。以前一直在说咸宁是古瑶
之乡，正在寻找些瑶文化。当时根本
没在意。但是将大面积的山开发出来
之后，发现这里面的东西太震撼自己
了。不光是想着栽树了，一定要把瑶
文化继续，好好地开发保护它。

夏双良高兴地说，真是“无心插柳
柳成荫”，在进行精准灭荒的同时，发
现了古代瑶族的垒石文化，这让所有
人都大吃一惊。没想到眼前这些“难
办”的石头反而成了“香疙瘩”。现在
s要一边保护垒石，一边在石头缝里

栽种香榧树。
香榧树不仅适合栽种在石头山，

长达千年的寿命，使它越生长越结果
越有效益。香榧果不仅可以干炒还可
以榨油，经济价值很高。

夏双良告知，首先想到的是果可
以吃。延伸产业链后可以榨油。其油
渣通过发酵，加上糯米及特殊工艺做
成香榧酒,以后的化妆品、香榧康养这
一块都要做起来。产业链做起来后真
正的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目前，夏双良已经种植了6000亩
的香榧，未来三年将达到1.8万亩，将
覆盖雨山石漠公园80%的山体。

崇阳县林业局副局长龚尧夫告诉
记者，借助香榧开发企业一起进行石
漠治理。治理好了,树长起来了这就
是份产业。适合“两山理论”“绿水青
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战略决策，崇阳县
也一直在坚守这个理论促进高质量发
展。

崇阳将新添一个国家级公园
规划总面积774.72公顷

本报讯 通讯员薛娇、袁木成
报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近日，崇阳县纪委监委通过中
心组学习会、主题党日活动、专题
研讨会等方式，组织全体纪检监察
干部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内容
进行学习研讨，干部们结合本职工
作和切身体会进行研讨发言。

“读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
报和《建议》，我深深感受到中国崛
起的步伐、奋进的力量，祖国正在
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前进，我们的肩上，承担着神圣的
使命与责任。”该县纪委监委派出
第一纪检监察组干部陈洋洋很激

动。
“全会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县纪
委监委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
更严纪律推动全县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打好收官战，接续推进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该县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童卫农说道。

“全体纪检监察干部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深刻领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全会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尽职尽责地做好正风
肃纪反腐各项工作，为崇阳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研讨
会结束时，该县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何志强对参会纪检监
察干部提出要求。

县纪委监委深学细研

高质量推进纪检监察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唐亚群、刘智
利报道：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
以来，崇阳县税务局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和全会精神上，提升政治站
位，增强政治自觉，加强组织领导，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领会精神“深学”。县局党委
把学习全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利用学习强
国、学习兴税平台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全会精神。同时集中组织开
展党委理论中心组、“三会一课”和
支部主题党日等活动，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重
要论述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认真
深入学、融会贯通学、持续不断学。

共驻共建“联学”。县局部分
党员代表与包保联系的中共崇阳
县天城镇十字街社区民主路党支
部第七网格部分党员代表开展共
驻共建活动，集体学习了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公报，切实把学习全会精神
与党建引领社区共驻共建生动实
践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学习实效。

进村入户“促学”。组织所有
帮扶责任人进村入户，宣传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将全会精神传
达到每一个帮扶村，覆盖到每一名
村民，推动全会精神家喻户晓、深
入人心。同时组织县局党委成员
到所联系的帮扶村开展宣讲活动，
系统解读全会公报，打通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宣传贯彻的“最后
一公里”。

崇阳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庞鹰表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要
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牢牢把握五中
全会关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判断、新部署、新要求，找
准税收工作的新方向、新定位、新
路径，谋划好明年工作盘子，确保
2021年起好步开好局。

县税务局知行合一

提升税收征管水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邹兰、通
讯员汪启光报道：为进一步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连日来，崇
阳县“两禁”办联合县应急管理局、
县公安局、白霓镇、天城镇等单位部
门在城区禁鞭区域周边，加大对非
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的查处力度。

1月7日，在天城镇菖蒲村，联
合检查组发现3家小超市非法经营
烟花爆竹，这些非法经营者，心存
侥幸心理，将烟花爆竹藏在住宅
区，存在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等严
重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即现

场扣押了违售物品，并交由县应急
管理局统一销毁，县公安局对违法
经营业主进行了治安处罚。

据了解，1月5日至7日，联合
执法人员在白霓镇、天城镇共查处
非法经营烟花爆竹70余件。

树新风，除陋习。该县自2017
年实施城区禁鞭以来，成效显著。
去年11月份，县长致全县人民公开
信中鼓励全县禁鞭，各乡镇集镇和
天城镇城区周边行政村带头先行
禁鞭，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提升
城市文明形象贡献力量。

崇阳加大查处力度

严禁非法经营烟花爆竹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勃、田
明、实习生陈天阳、殷友报道：连日
来，崇阳县106国道花山至黄龙段
改扩建工程建设进入关键期，施工
单位加紧施工，确保如期顺利通
车。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大型压
路机正有条不紊作业，工人不停来
回穿梭，现场一派繁忙，从负责施
工的湖北通远项目部了解到，现场
共投入5台压路机、2台挖掘机、1
台大型摊铺机及30台运输车辆，采
取单侧施工，预计春节前，石咀桥
到二桥段可实现单侧通车。

据了解，106国道花山到黄龙
段改扩建工程全长16.6公里，其中
石咀桥到二桥全长3.6公里。道路
的升级改造，将进一步完善我县路
网结构，也给沿途村庄及经营户带
来利好。为沿线土地开发招商引
资创造良好的条件，拉动当地经济
发展。

草莓种植经营户李林波高兴
地说，这条路修好的话，对当地种
植户以及周边的村民出行带来更
多的方便，也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
这里采摘游玩，将给大家增加更多
的收入。

改造106国道花山至黄龙段

崇阳拓宽致富路网

发展生态蔬果
1月10日，记者来到崇阳县金星

生态农业种养专业合作社，看到高标
准建成的瓜果蔬菜套种基地一派生
机，生态蔬菜长势喜人。

该基地负责人王星火介绍，300
余亩的高标准瓜果蔬菜套种基地，分
三期建设，一期150亩已完成。全部
建成后，可长期带动100人就业，实现
利润200万元。

据了解，金星村在合作社的龙头
带动下，种养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已形成400亩的西瓜基地、40余亩的
葡萄基地、100余亩的稻虾共养基地、
20余亩的花卉苗木基地、150余亩的
中药材一次育苗基地，这些基地产业
的建成，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更为崇阳县金
星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添了助力。

全媒体记者 汪淑琴 沈小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