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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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预报：29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以晴为主；30日受中低层弱切变影响，云量增多，基本无雨。具体预报如下：29日：晴天到多云，偏北风1～2级，-2～16℃；30日：多云到阴天、局部有短时小雨，偏北风1～2级，5～12℃。

车辆行驶进入崇阳县，乡村道路宽
阔干净，时尚的涂鸦漫画装点房屋，亭
台楼榭、小桥流水，将村里“扮”得别致。

“崇阳乡村这几年大变样，令人惊
艳。”每当到访者如此感叹时，副县长杜
兵十分自豪：“崇阳生态资源好，本来就
很美，稍微‘化妆’就更美。”

这几年，该县计划建成60个美丽
乡村示范村，每个村投入 600 万至
2000万元，全县共拨付奖补资金3亿
多元，已撬动社会资本50多亿元，让脏
乱差的后进村发生蜕变。

从10年规划到30年规划

假山池沼配合，丛树俯仰生姿……
从哪个角度看都像一幅画。

这是苏州园林吗？不，这是崇阳县
一个普通的小山村：白霓镇油市村。

这是9年前，村里请专业公司规划
的景观。

村支书李德军此前是一名老板，
2011年当选为村支书。村里没有一分
钱，要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得先
行。2012年，村里自筹资金请来北京
的公司做了10年的远景规划。建成
后，该村获得全国美丽乡村试点和全省
文明村等荣誉。

此后，相继引进了一批老板投资建
成了水果采摘、蔬菜和茶叶等基地。村
集体收入由负转正，现在每年有10多
万元收入。

村委会旁，“小自然”路标醒目，沿
着路标前行，穿过梧桐树长廊，来到高
堤河，河水流到这里突然安静了，一连
拐了几个S弯，经千年古堰拦截，景观
格外别致。

“小自然”位于其中一个湾。在河
边的一块平畈中，顺着小路走到山边，
木制别墅藏在树林中，便是小自然野奢
度假酒店。这是该村能人殷松甫2017
年投入2000多万元建成的酒店，仅设
计费就花了70多万元，2020年1月1
日开门迎客，每逢节假日一房难求。

有了老板投资，李德军的信心更
足。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厚厚两本设计
方案，是今年新出的全域规划。“产业打
下基础，我们又请专业公司将规划做到
2050年，目标是打造农旅和文旅结合
的农业公园。”

从发牢骚到“好商量”

铜钟乡坳上村，好一幅鄂南富春山
居图。

“以前可不是这个样！”村支书沈亚
东说，该村是个移民村，交通不便，村
穷，麻烦事多。2017年，幕阜山旅游公
路修通，村里开始有了变化。政府投资
140万元，建成了全市首个党员群众活
动中心。此外，村里还建成了文化广
场。“每天热闹得不得了！”沈亚东说。

村里与湖北领康中药材有限公司
合作种植药材，建成药膳馆。引进浙江

森禾集团投资1.1 亿元打造花海、民
宿、游乐园等项目。“现在村集体收入达
29.7万元！”沈亚东说。

环境美了，也带动乡风文明的改变。
沈亚东清楚地记得，2018年6月5

日晚，第一场湾子夜话在该村二组开
场，“大家从头到尾发牢骚，现场火药味
很浓！”

在县乡两级干部的引导下，大家讨
论具体问题，沈亚东等将每场夜话争论
的焦点记录下来，第二天想办法落实。
身边的小事快速解决，包括水渠加高、
路灯安装等，村民变得心平气和。

“让村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效果
出奇的好。”杜兵说，3年过去了，参加
夜话的人越来越多，商量的声音越来越
多，争论声越来越少。走进该村湾，家
家户户收拾得亮亮堂堂，屋前屋后干干
净净。

从软弱涣散到活力党支部

“有事就找党支部！”肖岭乡白马村
党员群众活动中心，每天前来咨询、办
事的村民来来往往。

“项目争取不下来，办事就踢球！”提
起以前的村支部，村民话里带着火气。

白马村位于隽水河边，河堤多处冲
毁，每到夏季总是淹水，村民反映无数
次，都没有得到解决。2016年，因工作
不力，原村支书被免职，村支部由原副
书记雷成名牵头。2017年，县委宣传

部驻村帮扶，2018年，雷成名当选为村
支部书记。村支部大胆培养年轻党员，
现在村两委班子成员有80后、90后，

“干事劲头足，有活力！”驻村干部汪拥
军说。

在驻村干部帮助下，村支部争取到
河堤加固项目资金1000多万元，将冲
毁的河堤加宽加高，过去只能步行的河
堤变成了双向两车道的马路。这两年，
村里没有再淹水。

村里还争取了高标准农田改造和
水利补短板项目。现在村里交通便利，
地肥水美，一派田野牧歌。2019年7
月1日，新的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成
启用，每到傍晚，村民聚到这里跳起广
场舞。

村里有了新气象，80后村民熊杜
兵返乡创办崇阳力创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开发马蹄（又名荸荠）和红薯产品，

“产品初上市便非常受欢迎，现在订单
都接不过来了！”连续两年，县里的马蹄
采挖节在村里举行。一次节会，能销售
20多万斤马蹄，村民乐开了花。

雷成名说，去年又新修了白马大桥
连接线。“占了10亩地，村民都相信村
支部，没一人反对！”

好一幅鄂南山居图
——看崇阳县乡村之变

○ 周鹏 胡向辉 汪佳

服务热线： 56896

通山县燕厦乡

发展油茶
促增收

20 日，通山县燕厦乡潘山村油茶
基地，当地农技专家陈文革在为农户
传授油茶管理知识。

为帮助库区群众增收致富，近年
来，燕厦乡因地制宜发展油茶产业，先
后在马桥、潘山等地发展油茶基地3.5
万亩，带动当地400多名茶农走上脱贫
增收之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沈靖 摄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
员吴超金报道：近日，通城警方
成功破获“东方合信”合同诈骗
案，历时2个月，涉案金额4000
余万元，受害群众达400余人，
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于1月
16日抓捕归案。

去年，通城县公安局经侦大
队接到多名群众报案称，“东方合
信”公司以借款为该公司项目投
资、增资等并支付利息为由，向受
害人借款4000余万元，与受害人
签订借款合同后，因无法履行合
同承诺，相关人员潜逃。

接到报案后，通城警方立即

成立专案组对案件开展调查。专
案组民警先后4次往返北京，行
程近万公里，蹲点侦查2个多月，
最终于1月16日在北京、崇阳等
地将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

1月20日上午，获悉“东方
合信”合同诈骗案成功告破，受
害群众敲锣打鼓、手持锦旗来
到通城县公安局，向办案民警
表达谢意。

目前，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已被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受损情
况登记、涉案资产清查等工作
正在依法有序展开。

通城警方

破获一起重特大合同诈骗案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李
俊、雷文平报道：为居民测量体温、引
导出入人员做好登记、提醒大家注意
防疫……26日，咸安区永安街道办事
处阳光社区宏宇小区入口，老党员万仁
华和曾国忠正同湖北银行的下沉干部
一起，在开展小区疫情防控值守。

身后，一张大红纸上张贴着手写的
值班表。“这些都是党员，都是自发报名
来参加值守的。”小区党支部书记熊启
福介绍，上个星期在业主群里一说，大
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

宏宇小区是原咸宁宏宇公司第二
制药厂工人生活区，药厂2004年改制
后，这里成了一个无人管小区。小区很
多住户私搭小院子、小棚子，且由于年
久失修，一些顶楼开始漏水，路灯等公
共设施破损严重，不仅安全隐患大，整
个小区看起来都杂乱不堪，很多原住民
纷纷卖房外迁。

2019年，老旧小区改造的“春风”
吹进了宏宇小区，居民们的心渐渐暖了
起来。住建部门和所在的阳光社区，指
导小区规范成立了党支部和小区业委

会，选出了德高望重的熊启福任党支部
书记兼小区业委会主任。

同时，不漏一户地入户调查，听取
住户的意见，小区要改什么，怎么改？
苦口婆心地劝解拆违，进行工程质量监
督和安全巡逻……尽管，受2020年初
疫情爆发的影响，耽误了部分工期，但
小区面貌明显焕然一新。小区居民见
面谈笑风生，笑容都多了起来。

此时，为避免“一年新，两年旧，三
年回头走老路”的现象发生，我市全面
展开老旧小区改造治管并举专项活动，
掀起物业全覆盖高潮。本就规范成立
了党支部和业委会的宏宇小区，很快就
统一了居民意见——在党支部的引领
下，实行居民自治。

业委会成员当起了保安、门卫，小

区居民做起了保洁、维修工……居民有
事可以找党支部、业委会，合理诉求第
一时间就能得到回应、解决。

隆冬时节，宏宇小区内一团和气，
驻足党群服务中心，门口的“宏宇小区
收支账目”公示一目了然。“每平方收
0.2元卫生费，还能结余38543.85元？”
记者不禁诧异。

熊启福讲起了自治小区的“经营之
道”：棋牌室每天每桌收5元水电费，有车
的业主每个月交20元停车费，来小区做
活动的商家付点场地费，卖废品一年也有
几百元收入，支出能省则省，保洁门卫一
个月六百到八百元的工资，公共设施维修
党员居民齐动手，只花些配件成本费……

“进了院子就是一家人。”目前，宏
宇小区有 9 栋楼住户 202 户 860 余
人。不管哪家有人生病住院，熊启福都
要带人买些水果、牛奶前去看望。由于
退休老人多，小区又争取到了民政部门
出资，正在建设日间照料中心。

热心的居民编了一句顺口溜在小
区流传：“好看又好住，齐夸党支部。”

咸安永安街道宏宇小区

以党建引领居民自治

进得去 稳得住 管得好 可持续
市住建局力推红色物业全覆盖系列报道 ④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员杜静报
道：1月27日下午，通城县关刀镇高桥
村细雨濛濛，农户家里暖意融融。

在集中安置房门口，村民方旺圣指
着结对帮扶公示栏对帮扶干部说：“有
党的好政策，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一
定能实现！我天天都在念你们的好
呢！”

“不松懈，不隐瞒，不聚集，不传谣，
不轻信，不硬闯，不冲动，不慌乱，不侥
幸！”在文坳九组，帮扶干部张大乐拉着
邓张富的手讲解防疫倡议。“你家有外
出务工人员，你要嘱咐他响应号召、配
合防控工作”。

在村民方尤三家，帮扶干部李建文

得知方家要添小孩，连忙道喜：“恭喜、
恭喜，你家添丁是大喜事，祝你家以后
红红火火”，并送上慰问金，方尤三拱手
道谢：“小孩满月一定要来喝杯满月
酒”。

在高桥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围绕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话题，咸宁日报社帮扶干部与
高桥村“两委”干部纷纷发言。驻村第
一书记熊林涛建议，把村文化广场建设
成集健身、宣传教育、文化娱乐、游客中
转站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广场，满足村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高他们的幸福
感。

近日，咸宁日报社组织党员干部分

批走访慰问结对帮扶户，开展“五中全
会精神进村 乡村振兴政策入户”活
动。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六个一”：
开展一次五中全会精神宣讲，进行一次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做好一次帮扶需求
调查，为帮扶户送去一笔慰问金，征求
一次对咸宁日报社党委民主生活会的
意见，征集2021年乡村振兴及帮扶工
作建议。

“农村疫情防控是很重要的一环，
特别是在春节返乡潮临近之际，村里一
定要做好返乡人员的健康监测，绝不能
麻痹大意，驻村干部要坚守岗位、下组
入户，全力配合村里的防疫工作。”咸宁
日报社主要负责人强调。

“严格落实市、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部署安排，实行一户一档精细化管
理，做到不漏一人。”关刀镇驻村干部金
洛甫说。

“我们将务工人员务工地点、返乡
时间、健康状况等都逐一登记在册，带
组干部负责跟踪他们的健康状况。”村
党支部书记汪飞平说，村里禁止举办大
型酒席宴请，倡导红事缓办、白事简办，
劝导村民减少聚集。

此次活动旨在坚持“四不摘”要求，
落实《关于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
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
的通知》要求，慰问一人、温暖一户、带
动一片。

五中全会精神进村 乡村振兴政策入户

咸宁日报社扶贫防控两不误

本报讯 记者吴青朋、通
讯员程懿君报道：1月22日至1
月30日，我市举办残疾人就业
网络招聘会，招聘和求职通过
线上模式进行，集中帮助残疾
人就业创业。

据悉，今年网上招聘会活动
主题为“就业帮扶真情相助”。1
月22日起，面向残疾人就业需
求和企业用工信息公开征集，残
疾人需提供残疾人证、职业技能
等级证和就业方向，用工单位需
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残疾人岗位
信息、薪资待遇等。用人单位或
求职者把基本资料上传工作人
员，招聘信息资料经审核通过

后，统一在市残疾人联合会门户
网招聘信息专栏发布。

应聘人员进入招聘专栏
时，需先注册提交个人简历，注
册完成后求职者的个人简历将
自动汇入招聘网站人才信息
库。企业可通过检索找到所需
人才，应聘人员也可以在网站
招聘专栏中检索心仪岗位，投
递简历应聘相关职位，实现企
业和人才的双向选择。

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网络招聘
会有130多个岗位供残疾人选
择，月工资在1800元到8000元
不等。

我市举办残疾人就业网络招聘会

130多个岗位供残疾人选择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
王俊报道：22日，走进通山县黄
沙铺镇的文科苗圃基地，只见
成片的罗汉松迎风招展，红叶
石楠幼苗郁郁葱葱。这是该镇
创办的特色产业之一。

近年来，该镇以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为核心，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目前，该镇投资360万
元在孟垅、新屋、源头和西庄等
村建设5个光伏电站，规模达
550千瓦，每年发电量45万度，
结算电费18.72万元，发电补贴
25.38万元，实现了扶贫开发和
资源高效利用的双贏。

该镇还依托开茂油茶和万
山红油茶基地，发展高效油茶
基地 12 万亩；以“基地+合作
社+贫困户”的模式，发展家
禽、牛羊等养殖大户16家，建
成扶贫基地36个；大力支持文
科苗圃、人间“四月天”形成产
业群，壮大恒财、竹福尔等竹产
业，在柏树村流转土地450亩，
建设大柏树果园基地，有油桃、
红心柚、牡丹花等17个品种，
年产值达到百万元以上；吸引
附近村民在基地做工，年均增
收2至3万元，帯动60多户脱贫
户就业。

通山黄沙铺镇

做强特色产业振兴乡村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
讯员谢燕子、张琳报道：近日，
湖北省妇联、湖北省教育厅、湖
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下发通知，公布了30个
单位为“湖北省第二批家风家
教实践基地”，嘉鱼县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入选。

嘉鱼县妇儿活动中心是集
教育培训、文体健身、现场学习
体验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活动
服务场地，内设妇女儿童学习
教育培训区、妇女儿童文体健
身活动区和家庭教育园。其
中，家庭教育园为该中心专有
阵地，设有心理咨询室、幸福家
讲堂、亲子阅读室、亲子互动室

和6个教育展区，通过开展心理
咨询、家庭教育讲座等活动，为
妇女儿童提供服务。

该中心自成立以来，创新开
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充
分发挥基地育人功能和辐射带动
作用。通过亲子沟通公益沙龙、
爷爷奶奶互动吧、家长大讲堂等
线下讲座，以及家长心理微课讲
座、亲子共读、家长支持性连续
成长幸福小团体等线上活动，开
展家风家教指导服务，引领更
多家庭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还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家
庭进行专业科学的家庭教育指
导达3000多人次，营造家庭学
校社会协同育人良好氛围。

嘉鱼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获评

湖北省第二批家风家教实践基地

本报讯 记者见博、通讯
员任小丹报道：1月27日，记者
从人保财险咸宁市分公司了解
到：自2018年推出大学生实习
实训意外险以来，截止2020年
底，我市累计为4729名实习实
训大学生提供风险保障245908
万元，有效解除了大学实习生
的后顾之忧。

为吸引更多大学生在咸实
习实训，2017年底开始，我市对
在咸宁实习实训10个工作日及
以上的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

校大学生，发放生活补贴、购买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房租补贴
等三项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6
个月。其中，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由当地人社部门或实习实训
单位、大学生所在高校统一在
人社部门指定的保险机构按实
习实训时间购买。

2018至2020年，我市累计
为4729名大学生购买“大学生
实习实训”意外险，累计受理理
赔案件48笔，最高的1笔支付
了保险赔款34 万元。

我市近5000名实习实训大学生

累计获得24.59亿元风险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