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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行动”送春风
嘉鱼：稳岗留工促发展

咸安：助力玉环跨省招工

通城：乡镇工业园招工忙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员龙钰报道：2 月 20
日，嘉鱼县举办 2021 年“春风行动惠民生，稳岗留工
促发展”专场招聘会，助力扶贫帮困，助推渔民转岗，
助留返乡创业。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企业向前来应聘的市民
介绍福利待遇、就业环境、规章制度等；应聘者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特长，与企业招聘员面对面交
谈，现场签订就业意向书。
“早上 7 点多就来了，刚才与金盛兰签订了就业
意向协议。”家住在鱼岳镇陆码头村的王先生乐呵呵
地说，每年打工回来感觉家乡都有可喜变化。过完年，
他决定留在本地工作，
这样也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
“一期项目即将完工试运营，现在企业急需有一
技之长的产业工人，目前公司缺口 300 余人。”顺乐钢
铁公司企管部负责人介绍，招聘现场已有近 40 人达
成就业意向，其中有 5 人现场签约。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有 45 家企业进场参加招聘，
提供就业岗位 2023 个当天有 1800 余人进场求职，现
场达成就业意向 316 人。
据悉，该县将跟进企业用工需求，使招聘会常态
化，努力搭建求职者与企业之间的各类对接平台。

本报讯 记者见博、通讯员窦明浩报道：2 月 21
日上午，咸安区人社局联合浙江省玉环市在大幕乡便
民服务中心广场举办跨省招工招聘会，这也是咸安区
首次与玉环市开展招工合作。
众多求职者在展台前认真寻找，详细了解岗位要
求、就业环境、薪资待遇等。
家住大幕乡常收村的王俊一直咸宁高新区工作，
有着丰富的机械操作经验。一大早，他就来到了招聘
会现场，看中了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设备操作
工岗位。他说，
想趁年轻出去闯闯。
家住金鸡山村的周艳红与浙江双友物流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达成了就业意向，她认真填写应聘登记
表，准备元宵节后去公司现场面试。她说，
“他们公司
的工资待遇很不错，我之前正好在浙江义乌做过仓管
员，可以去试试”
。
参加本次招聘会的浙江玉环市企业共有 6 家，涵
盖设备操作工、普工、统计员、设备员、电工等多个行
业，招聘岗位 682 个，前来求职的应聘者以技术、普工
为主。
据统计，当天上午共有 480 余名当地居民进行了
现场咨询，65 人与招聘企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讯员谭永良报道：2 月
20 日，在通城县关刀镇工业园“春风行动”专场招聘
会现场，数十个红色的帐篷前人潮涌动，不少人或仔
细阅读招聘简章，
或直接咨询现场招聘人员。
湖北海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天亮说，
相比线上招聘，线下的方式能够直接与求职者沟通交
流，更有利于寻找自己想要的员工。
关刀镇台源村一组的刘先生反复比较后，签下了
心仪的工作，他告诉记者：
“母亲今年 80 岁了，在外地
上了几十年班，
今年想留在家里找份事，
方便照顾她。
”
为严把疫情防控关，招聘会入口对入场人员统一
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发放口罩，并安排数十名保安
在现场引导巡逻，
维护现场秩序，确保人员安全。
关刀镇镇长黎旺龙介绍，为了更好的服务企业，
为百姓在家门口谋出路，在充分了解镇内企业和村民
的需求后，关刀镇政府精心策划筹备，借助通城县人
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开展"春风行动"招聘会的春风，
联合举办了此次招聘会，关刀镇内 10 家企业与县内
30 家企业向现场求职者提供了 200 余个岗位，吸引了
周边 20 多个村的村民前来求职，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100 余人。

嘉鱼：老街鱼圆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通讯员

龙钰

春节前夕，嘉鱼县考棚村，耿氏鱼圆老板娘黄
未香端出一箩晾凉的鱼圆，麻利地摊放到柜台上的
筐里。摊前，早已等待多时的顾客们，纷纷报出自
己的需求。
分拣、过称、装袋、收款……黄未香手上动作不
停，眼睛却盯着筐里快速减少的鱼圆，随时准备补
充。
“ 每年腊月二十到二十九，是一年中最忙的时
节，每天可以卖出鱼圆鱼糕一千多斤。
”
“他家的圆子好吃、正宗。”扫码、付款，顾客冯
仁祥从老板娘手里接过装满鱼圆的袋子，笑着说：
“身处鱼米之乡的嘉鱼人爱吃鱼，
更爱吃鱼圆……”
柜台不远处，老板耿超正和 5、6 名工人围在一
起分割鱼肉。看到鱼圆销售火爆，他加快了手里的
动作。
数筐两三斤重的草鱼堆在一旁，早已开膛破
肚、冲洗干净。耿超抄起一条，唰唰两刀，快速分离
鱼头鱼身。鱼头弃之一旁，左手按住鱼身，右手从
鱼尾起刀，向鱼头处轻轻一拉，肥亮的鱼肉便从鱼
骨上剥离……颇有
“庖丁解牛”
的韵味。
面对记者的感叹，耿超笑笑：
“ 每天清晨 4 点多
就开始，几个人一两千斤鱼，动作不搞快点，怎么
行？
”
“我是簰洲人，子承父业已有了数十个年头。”
耿超边忙活边介绍，父亲耿良秋最早在武汉创立耿
氏鱼圆，后回到嘉鱼开店，迄今已逾三十年。因用
料考究，并坚持采用传统手工制作生产，耿氏鱼圆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鲜滑和蓬松嫩滑的
口感,备受广大市民和游客喜爱。
耿超说，为满足广大顾客的需求，聘请了 10 多
个工人，他们一家也全员上阵，每天都有 20 多人
“连
轴转”
。
工人陈联汉正在蒸鱼糕，细嫩晶莹的鱼糜静置
在模板中，被他细心地压实、刮平……蒸好的鱼糕
和鱼圆被放置在竹案上，两台大风扇呼呼作响，加
速降温。
黄未香说，很多顾客购买后是要快递到外地，
放凉了才好打包。
“ 一定要让大家吃到味道纯正的
家乡鱼圆。
”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道：2 月 18 日，正月初
七，杭瑞高速通山收费站处，不时有车辆出入。蓝
色的值守棚内，负责登记返乡人员信息的吴忠炉在
此值守。
吴忠炉今年 20 岁，是湖北师范大学大二学生，
寒假回家后主动参与到共青团通山县委员会志愿
者服务队中，为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出一份力。
吴忠炉说，当志愿者可充实疫情防控青年力
量，也能让自己上一堂生动的社会课，当看到“招募
令”时，毫不犹豫报名。
1 月 28 日，共青团通山县委员会在青春通山微
信公众号中发出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招募令，吴忠
炉也因此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仅过 24 小时，群内就有 200 余人。”团县委书
记邱莉莉说，招募令发出后，不少在县青年人主动
报名。
“全部到社区帮忙，由社区‘点单’，志愿者来
‘接单’。”邱莉莉介绍，最初想法就是充实春节期间
社区疫情防控力量。
春节前，省外多地出现疫情，为做好疫情防控，
县内积极做好“返乡人员”信息登记及疫情防控宣
传。然而，社区居民多、工作人员少，任务繁重，共
青团通山县委员会便通过招募志愿者方式来充实
社区力量。
经过多日奔波，宣传登记工作基本完成。然而
正在此时，通山域内各高速收费站设置值守点，需
24 小时值守，志愿者们了解情况后，再次奔赴“战
场”，并主动申请值夜班。据了解，这些志愿者将坚
守到开学前夕。
“既能为县委县政府贡献一份青年力量，也能
让家乡青年得到锻炼，可谓一举两得。”邱莉莉表
示，将继续发挥好团委作用，为通山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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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森林防灭火电视电话会

始终绷紧森林防灭火弦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
火“四级”责任包保和“十有”能
22 日，我市召开森林防灭火电
力建设为抓手，加强协同联动，
视电话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
有效衔接“防”与“救”的责任链
市长杨良锋出席。
条，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进一
会议通报了当前我市森林
步推进督责查责，追责问责，督
防灭火工作相关情况以及检查
促责任落地，严格责任追究。
时存在的问题，并就下一步工
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强化宣
作进行安排部署。
传教育，开展森林防火戒严令、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 “十不准”宣传“七进”活动。进
位，增强工作主动性，从思想上
一步强化风险管控，突出防守
始终绷紧森林防灭火这根弦，
重点，加大宣传巡查和值守管控
将森林防灭火工作摆在更加重
力度。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置，严
要的位置部署推进。坚决克服
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
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和松懈情
制度，用好卫星热点监测系统
绪，持之以恒保持高度警觉。
和 119 火警联动机制，做到火情
会议要求，要以森林防灭
早发现、
早报告、
早处置。

通山三级干部会明确工作重点

优化营商环境成
“重头戏”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大发
报道：19 日上午，通山县优化营
商环境和三级干部会合开，重
点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去年，该县选派 47 名驻企
特派员，指导所有工业企业制
定个性化复工复产方案，3 月底
全县 83 家企业全部复工复产。
全 年 为 企 业 减 税 降 费 6500 万
元，发放专项再贷款信贷资金
3580 万元，有效帮助企业度过
难关。积极对接中央支持湖北
一揽子政策，谋划推进 8 个百忆
元以上项目。咸九高速开工建
设，
黄荆口水库获省批复，
大幕山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敲定“时间
表”，武汉至咸宁至南昌高铁明

确过境通山。全年招引签约项
目 161 个，
建成投产工业企业 23
家，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2 家。
今年，通山将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凝聚服务合力，推
动所有应进未进的职能部门进
驻 服 务 大 厅 ，提 高 服 务 质 效 。
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实“一网
通办、一窗通办、一事联办”，努
力 让“ 信 息 多 跑 路 、群 众 少 跑
腿”。建立健全“发现问题、反
馈问题、督促整改”工作闭环，
实行清单管理、跟踪问效。建
立健全“好差评”制度，常态化
开展营商环境督查考评，对正
面典型通报表扬，提拔重用，对
反面典型通报曝光、追责问责。

崇阳组织干部职工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通山星火原

创新抢占市场
日前，通山县经济开发区通山星火原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工们忙而有序。该企业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光电控制器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现已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的高端遥控器供应商，
公司现有员工 1200 多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朱绍武 摄

本报讯 记者丁伟、特约
记者汪佳、通讯员陶然报道：新
年新春新气象，植树添绿正当
时。2 月 20 日下午，崇阳县组
织 160 余名干部职工来到天城
镇四桥南岸河堤北坡，开展春
季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
号召全县人民植树增绿，积极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植树现场一片忙碌。大家
有的拿铁锹，有的拿锄头，几人
一组，合力扶苗、挥锹铲土、培

土围堰、提水浇灌……接连种
下碧桃、垂柳、池杉等树种，为
荒坡披上绿装。经过一下午的
忙碌，现场共栽下 520 余株苗
木。一株株苗木错落有致、迎
风挺立，与清澈的隽水河和蔚
蓝的天空互为映衬，呈现出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 河 绕 城 过 ，两 岸 绿 如
画。自崇阳“一河两岸”景观工
程建成以来，四桥南岸河堤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
“民众乐园”
。

陆水湖风景区旅游人气旺
春节前后日接待游客 5000 余人次

通山组建青年志愿队

为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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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坦机电

迁扩建一期投产
日前，咸宁高新区湖北灵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车间，工人们正在机器旁忙碌。该项目为搬迁扩建项
目，一期已完成总投资 2.5 亿元，建成年产量 15000 套水处理设备生产线和 35000 套压力容器生产线各一
条，目前已投产；二期计划再建 2 条生产线，届时产值可达 6 亿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制衣车间生产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2 月 18 日，在赤壁市高新区东一服装有限公司
车间里，电动缝纫机“咔嚓咔嚓”的声音萦绕在耳
畔，20 多名戴着口罩的工人，
正在赶制订单产品。
在这里，工人们把裁剪好的布一片一片组合缝
纫起来，然后将缝制好的衣服送到检验车间，进行
整烫、修理线头、成品检验等程序……
“我们部分车间大年三十还在上班，一天也没
有休假。毕竟去年的疫情让公司停工了几个月，今
年在拼命的赶订单。”员工熊友莲面露微笑说，虽然
春节期间还在上班，但老板很贴心，增加了不少津
补贴。
熊友莲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正是疫情爆发
的时候，无法去厂里务工，在家里闲了 2 个月，没有
了收入来源，在最困难的那段时间里都是靠着一点
积蓄维持生计，
生活压力很大。
随着疫情的缓解，公司的运行开始慢慢进入正
轨，特别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公司的订单一茬接
着一茬，
熊友莲的工资也涨到了 3500 元以上。
“公司的生意红火，不仅缓解我家经济压力，还
大大提升了幸福指数，实在太好了。”熊友莲一边做

通讯员

李攀龙 王小军

着手里的活儿一边介绍。
为了确保公司的安全生产，公司要求每一名员
工都必须扫码并持有健康绿码进出厂区，外来人员
还要进行现场测温、实名身份证登记。车间管理人
员给大家发了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并进
行了防疫知识培训，大家工作起来心里也很踏实。
“现在订单形式一片大好，但安全还是第一位
的，来不得半点马虎！”公司总经理莫志辉说，赤壁
高新区驻企干部“点对点”给我们带来不少帮助，只
有把防疫工作搞好，才能更好的搞生产，才能带着
员工创收、致富。
因此，该公司实行分批返岗，目前已有 150 余
名工人上岗，其中新增不少本地的员工。
“去年以来，由于疫情原因，很多在外地务工的
人都选择就近就业，特别是有制衣工作经验的工
人，给我们公司带来利好形式。”莫世辉说，公司用
工缺口，
今年完全得到解决。
莫志辉对公司发展信心满满。如今公司已开
启满负荷生产模式，预计一季度生产量、销售额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均在 150%以上。

本 报 讯 记 者 黄 柱、特 约
记者童金健、通讯员刘洋报道：
2 月 18 日，在赤壁市陆水湖旅
游风景区，门口新建的停车场
停满了挂着各地牌照的车辆，
游客一批接着一批。
“这里不见一丝纤尘，不闻
一点喧嚣，有的是自然的山，清
纯的水，自由飞翔的鸟儿和它
们清脆婉转的鸣唱。”来自咸安
的游客姜女士说，听说初春时
节游陆水湖是最好的季节，今
天一家人特地前来呼吸天然氧
吧的清新空气。
陆水湖风景区是国家重点
旅游风景名胜区，总面积 190.9
平方公里，
近千个岛屿星罗棋布，
最大的有 100 多公顷，最小的如

一叶扁舟，是赤壁市天然的“城
市绿肺”
和重要文旅资源。
近年来，赤壁市树牢“保护
为先”工作思想，把保护开发陆
水湖自然风光旅游区作为赤壁
市“1356”区域和发展布局中的
重要板块，认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高质
量推进陆水湖风景区项目建
设，把生态资源优势变为经济
社会优势，打造高品质旅游区。
2020 年 6 月，陆水湖风景
区旅游码头、游船、停车场等基
础设施全面提档升级后，陆水
湖生态游正式向游客开放。
据统计，春节前后，风景区
平 均 日 游 客 接 待 量 5000 余 人
次，日出船数量 200 余趟。

通山严防森林火灾

利用
“防火码”高效预防
本报讯 通讯员阮金华报
道：
“就要天天跟现在一样，坚
持 24 小时值班，严格实行扫防
火 码 进 山 ……”，这 是 大 年 初
三，通山县林业局局长赵爱民，
在国有大幕山林场检查森林防
火时强调的。
春节期间该县森林防火不
打烊、不放松，县林业局、各国
有林场、乡镇村都安排值班人
员 24 小时值守，村级防火员、生
态护林员坚持上岗宣传。春节
期间县林业局领导带领县森林

公安局和森林防火股干部分别
到国有鸡口山林场、凤池山森
林公园等督查森林防火工作，
强化森林防火值守、预防等，要
求充分利用“防火码”小程序功
能更加高效地做好森林防火预
防工作，从而保障了春节期间
无森林火灾发生。
春节一上班，该县森林防
火督查专班人员就迅速到各乡
镇开展森林防火督查工作，有
力促进了森林防火工作的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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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

天气预报：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23 日晴天到多云；
24 日开始有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 。具体预报如下：
23 日：
晴天到多云，偏北风 1～2 级，12～22℃；
24 日：
小雨，偏北风 1～2 级，12～21℃；
25 日：
中雨转小雨，偏北风 2～3 级，8～17℃。明日相对湿度：
6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