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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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热线： 56869

2020年 12月 31日，“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乐享咸宁 ”落下帷幕。历时
五个月的活动为咸宁旅游带来了什
么？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活动有多火？
入园超两百万，游客频点赞

一场活动，让咸宁的景区景点再次
热起来。

先看一组数据：2020年8月8日，
“惠游湖北·乐享咸宁”活动启动，期间，
咸宁 31 家景区预约免门票。截止
2020年 12月31日，我市累计接待入
园游客259.72万余人次，累计接待省
外来咸游客49.17 万余人次。其中，

“十一”黄金周，咸宁旅游迎来疫后强劲
复苏：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在全省率先
实现同比正增长，多项数据位列全省第
一方阵。10月2日，三国赤壁古战场
入园人数更是跃居当日全省景区第一。

再来看一组现象：8月22日，活动
启动仅半月，由湖北万通缘国际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组织接待“千人欢乐游赤
壁”活动走进了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
陆水湖风景区和玄素洞景区，创下当时
疫后接待单团最大游客量。进入10
月，温泉市场愈加火爆。为让更多游客
参与活动，温泉景区连续三个月追加放
票量，但门票仍旧一放出就被“秒杀”抢
空。温泉谷景区营销策划部总监马冉
冉称，此前景区内酒店、餐饮及温泉都
受疫情重创。后来在活动的带动下，每
天入园游客几乎都达到预约上限。

再听一组评价：来自湖南的邹女士
一家6人来咸旅游，他们通过“惠游湖
北·乐享咸宁”活动平台预约游览了多
个景点，对咸宁赞不绝口：“出发前就收

到导游攻略，通过手机申请健康码，一
码通行，通过活动平台预约，玩得开心
又超值。”来自安徽的尚先生带客户来
咸游玩，三天时间游赤壁怀古，泡温泉
养生，探溶洞奇观，他说：“咸宁风光美，
景区服务好，下次还要带人来。”

“惠游湖北·乐享咸宁”活动为疫后
旅游市场的重振注入了“强心针”。我
市景区复工复产率达到98%，95%以
上的景区游客接待量达到或超过前年
同期，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活动带来什么？
激活产业链，注入新活力

其实，热起来不仅仅是景区景点。
“惠游湖北·乐享咸宁”活动还带动了吃
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条，辐射到其他行
业、产业。

“去年我们提档升级重新开业后，
酒店客房平均入住率达到75%以上，
超前年同期数据。很多通过平台预约
的外地游客泡完温泉后办理入住。”嘉
鱼山湖温泉度假酒店驻店总经理朱曦
称。活动也带动了沿线酒店的住宿，位
于山湖温泉必经之路的三湖假日酒店
周末客房同样经常爆满。市城区除几
家温泉酒店外，华信、维也纳等精品酒
店住宿也十分火爆。

具有特色的民宿受到游客青睐。
崇阳浪口地球仓、小自然度假村、赤壁
春泉庄、嘉鱼光年城堡、梓山湖·江南里
民宿等备受游客欢迎。大量游客的涌
入，直接拉动了餐饮消费的增长。城区
永安府、浅水湾、旅宁鸡汤等特色餐馆
内用餐的游客络绎不绝。咸宁市旅游
特色餐饮店忘不了、根据地的火爆情况
甚至超过前年。据统计，全市星级饭店

复工率为100%，三星级酒店平均出租
率约75%，分别比活动前提高25%和
29%。此外，以萝卜公社、田野乡村公
园、内冲瑶族村、柃蜜小镇为代表的县
内乡村旅游点得益于活动的开展，游客
也大幅增长。

活动拉动了消费。“赤壁青砖茶，常
常作为伴手礼被游客带回家乡馈赠好
友。”湖北有凤来仪茶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负责人但宣仪介绍，不少游客组团专
门购买青砖茶，该公司去年礼品茶类的
销量同比上涨20%以上。

旅游市场的复苏，还增加了客商投
资文化旅游项目的信心，加速相关招商
引资项目落地。12月18日，嘉鱼县与
秦皇岛丽岛实业集团牵手，签约白云山
阿洛亚康旅度假产业综合体项目，建设
独具特色的国际化高端综合休闲度假
体验区。即将开建的赤壁“龙佑汤茶康
养小镇”项目拟总投资50亿元，将实现

“文、旅、康、产”一体化发展，使赤壁龙
佑温泉及周边区域成为赤壁城市会客
厅和康养产业大平台。

“文旅市场的复苏重振，正在成为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于‘六保’、‘六
稳’有重大支撑作用。”市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杨奇说。

活动为什么火？
政府搭好台，企业唱好戏

一场活动，为什么能开展得如此火热，
带来这么大影响？这与政府部门的引导
和保障，旅游企业的营销和服务分不开。

“11月的每个周末，万亩茶园景区
内都会举办亲子运动会、茶园小剧场等
各类活动，晚上还有篝火晚会。”赤壁万
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总经理曹驰辰

称，景区主题活动丰富了旅游内容内
涵，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为了让更多外地游客享受活动的
优惠，通山县文旅局倡导通山居民错峰
出游，尽量将双休日、节假日的预约机
会留给外地的游客，充分展示通山人民
的好客之情。

作为主管部门，市文旅局积极争
取，获得省直拨惠游活动补贴资金
5889万元（含旅行社补贴资金），位居
全省第六。同时，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
对接，加大县市区督办力度，争取地方
补贴资金不低于1：1配套到位，动员更
多的非A景区参与到惠游活动中。为
有序推进惠游活动，市文旅局成立了领
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坚持每周一碰头，
每月一调度，及时应对景区需求，合理
调整放票库存，处理游客咨询和投诉，
并聘请第三方审计公司，准确核销景区
补贴，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

同时，政府主导与周边省份和华北
地区开展旅游交流合作，借活动契机，
邀请北京、河北、河南、湖南、浙江等省、
市旅行社，对我市重点旅游景区、优选
旅游线路实地考察踩线。还赴河北宣
传推荐文旅资源，与华北户外联盟签订
合作协议。活动期间，市文旅部门组织
开展了多次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倒票、
倒卖预约码等行为，严格落实防疫防控
措施，营造文明、安全、舒心的旅游环
境，为“惠游湖北·乐享咸宁”活动的有
序开展提供了保障。

“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 乐享咸宁”收官

“免费游”五个月，259.7万人打卡咸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萱 叶子 通讯员 叶娅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5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晴天到多云；16～17日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有一次大风降温雨雪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15日：晴天到多云，偏北风2～3级，4～18℃；16日：多云到阴天，偏北风3～4级，2～8℃；17日：小雨（雪）转多云，偏北风2～3级，0～7℃。明日相对湿度：50～80％。

修复河堤
保安全

元旦前夕，咸安区马桥镇淦河马桥
闸段，工人们正在进行水毁河堤修复的
收尾工作。

据了解，受 2020 年夏季强降雨影
响，淦河马桥闸段河堤损毁严重。咸安
区相关部门积极争取资金95万元对该
堤段除险加固，目前已基本完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敖琼 夏俊 摄

2日下午，暖阳普照。记者来到通
山县大路乡寺下村15组寺下王湾时，
正巧碰见王能伸准备抓鱼过秤卖给预
约好的客户。

除了卖鱼，在村里的支持下，王能
伸还流转承包了山地28亩，在山上栽
种了黄桃、枇杷、橘子、红心柚等，各种
水果树苗长势喜人，再过一年多就会挂
果丰收。

王能伸今年46岁，2016年他家被
列为贫困户，2017年就成功实现了脱
贫。现在，王能伸成了远近闻名的“脱
贫致富之星”。

王能伸带着记者走进一间储物室，
里边挂满了各种腊货，满屋飘香。另一
间房里还有几只大桶，里边都是才捕捞
上岸的鲜活甲鱼。王能伸还发展养殖
业，截至目前，他一共养了100多头生

猪，其中母猪70多头，还有2000多只
鹅，2000多只鸡。另外，他的6口鱼塘
也在慢慢起鱼售卖。

“去年已出栏生猪70多头，收入
14万多元；卖鸡收入18万元，养鸭收
入5万元，养鹅收入27万元，养鱼收入
12万元；预计卖腊肉腊鱼等干货还能
收入13万元。”王能伸掐指盘算着去年
的收成，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现在已成功孵出了700多只小
鸡。此外，我还引进了美国美系原种母
猪，且已产仔。”王能伸说，希望今年能
在自己流转的鱼塘边，再扩大20亩地
做猪栏，增养生猪3000多头。

“致富不能忘本，要尽力回报社
会。”王能伸说，新的一年，他还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吸纳一批乡亲到基地帮
忙，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

“脱贫致富之星”的心愿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徐大发 通讯员 何赛丽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健、通讯员袁俊报道：近日，位于羊楼洞
卓尔小镇的赤壁市消费扶贫专馆，农户
艾建洲将自己的农产品八月瓜摆放进
来，一边展示一边销售，时不时有游人
上前品尝购买……

“这个平台真是好，面积大、环境又
好，特别是置身于古镇景区中，周末人
很多。”艾建洲对这个消费扶贫专馆赞
不绝口。

赤壁市消费扶贫专馆建设面积680
平方米，于去年11月份正式落成，全市
所有扶贫产品均可入驻。在去年赤壁
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期间，该市有100

多种农产品在此进行了集中展示销售。
为何要建这个定点消费扶贫专

馆？赤壁市扶贫办负责人方高柏介绍，
根据湖北省“三专（馆、区、柜）一平台”
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该市选择交通便
利、环境适宜的场地，建设一个消费扶
贫专馆、一批消费扶贫专区、专柜，积极
对接优质扶贫产品，畅通消费扶贫献爱
心渠道。

据悉，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
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
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
式。今年以来，赤壁市广泛组织动员全
社会参与消费扶贫，开展扶贫产品进机

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医院、进景区、进
社区、进交易市场等活动，推动贫困群
众农副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实现
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脱贫、逐步致
富，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方高柏说，该市还专门出台相关文
件，切实解决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该市
农副产品滞销的问题，拓宽贫困群众增
收渠道。

去年以来，该市各级党政干部变身
主播，微笑出镜，为全市农产品“代言”，
累计带货500万余元。该市148支扶
贫工作队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
等方式，累计帮助驻点村销售扶贫产品

360万元。150家预算单位预留采购
金额766万余元，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
湖北特色馆和“扶贫832”平台采购农
产品，截至目前，已完成采购额近1500
万余元。

同时，该市推动扶贫目录产品及贫
困户自产产品进入各单位企业学校食
堂和内部商店，采取“以买代帮”的方
式，放大帮扶效能，巩固帮扶成果。对
于自有食堂的预算单位明确通过“扶贫
832平台”和湖北特色馆采购农特产品
已达570多万元。

据统计，赤壁2020年消费扶贫，线
上线下累计销售产品3.43亿元。

赤壁消费扶贫巩固脱贫成果
去年线上线下累计销售产品3.43亿元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大
发、通讯员徐家水报道：近日，
通山县首届社区教育活动启动
仪式在该县职教中心举行。

职教中心将依托自身资源
优势，以通山电大为阵地，积极
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在开办了
成人舞蹈、少儿舞蹈、书法等三
个社区教育培训班的基础上，还
将组织教师定期到社区开展消
防、禁毒、传染病防控等知识宣
传，为社区成员提供较好的教育
教学服务。

该县社区教育活动要求，

每个社区都要建成一处社区教
育优质基地，形成一区一品；每
个社区要拥有一项以上的社区
教育特色项目；县社区教育指
导中心要加强与社区联系，在
突出特色的基础上，全面指导
各社区文化教育活动；要将社
区教育与全县创建工作紧密联
系起来，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应有贡献。

迎宾社区支部书记周艳君
表示，将大力开展寓教于乐、寓
教于学的社区教育活动，为社
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通山启动社区教育活动

打造和谐社会家园

10日，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通山县公安机关举行“人民公
安心向党”“致敬人民警察”“人民警察爱人民”系列庆祝活动。

柯国强 摄（影像咸宁）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
道：14日，市委常委、咸宁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杨良锋带队前往
横沟桥镇，就产业发展、疫情防
控、创文创卫、党建引领基层社
会治理等方面开展调研，并倾
听党员群众对市委常委会及高
新区党工委的意见建议。

杨良锋先后前往杨畈村扶
贫车间项目建设现场、横沟桥镇
集贸市场和利民社区，实地了
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招引入
驻、疫情防控措施、创文固卫和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等情
况。每到一处，杨良锋还仔细
倾听党员群众的相关意见建议。

杨良锋指出，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根本，要立足自身
实际，摸清底数、做好规划、精
准施策，做大做强乡村产业，不

断增强村庄的造血功能，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要大力培养村
级组织带头人、领头雁，切实将
村民带起来、让村民富起来。
针对特殊困难群体，要给予更
多关爱，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
攻坚成效，让群众过一个幸福
安康的春节。

杨良锋要求，要提高思想
认识，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力度，
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切实
提升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环境
卫生水平，保障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要高度重视社
区建设，抓实社区党建，优化网
格设置，推动力量下沉，建强社
区队伍。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
织领导核心作用，聚焦群众关
切，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基
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水平。

市领导到横沟桥镇调研时要求

强化基层治理 推进乡村振兴

咸宁市农业高新区（横
沟桥镇杨畈村）现有流转项
目土地 328 亩（其中水田
249.67 亩、旱地 64.93 亩、林
地13.4亩），已由咸宁高投集
团全资子公司咸宁绿欣农业
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完成
开发整理，现对外整体出租，

用于农作物种植，按年出租，
租赁价格面议，欢迎洽谈。

联系人及电话号码：吕
勇 18671517926

咸宁绿欣农业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15日

土地招租公告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张
海丽报道：“警察同志，我自首。”
近日，仙桃籍男子吴某来到嘉鱼
县高铁岭镇派出所投案自首。

原来，去年11月底，吴某驾
车从仙桃来嘉鱼办事，途经高
铁岭镇八斗角村三组时，见到
路边一条大狗，起了歪心思，将
狗盗走。狗主人何元柏晚上回
家，发现狗不见了，遂报警。高
铁岭镇派出所接警后，立即调
集事发地周边监控影像，根据
分析对比，锁定吴某小车有重
大作案嫌疑。派出所立即联系
车主，在铁的事实面前，吴某来

到高铁岭镇派出所投案。
去年 7月，高铁岭镇依托

雪亮工程，建设平安乡村综治
监管平台。该镇投资20多万
元，购进高清探头350个，在全
镇的10个村，各个自然村湾都
装上摄像头。摄像头通过电信
网络，将各个路口的实时影像
传送到村部综治监控显示屏、
镇派出所监控屏和镇政府综治
监控显示屏上。各个监控显示
屏都有专人值守，一旦发现异
常，立即形成村、派出所、镇三
级联动的围堵，让犯罪分子无
处可逃。

嘉鱼高铁岭镇

打造平安乡村综治监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