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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经济开发区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咸安古田村

植树造林贺新春

奋力夺取“开门红”
本报讯 通讯员罗世喜、李瑞丰报
道：新春伊始，咸安经济开发区园区企业
开足马力生产，奋力夺取一季度工业经济
“开门红”
。
2 月 19 日，农历正月初八，位于咸安
经济开发区的真奥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3 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正
加紧赶制金银花口服液订单。为满足国
内市场需求，真奥药业于正月初四开始复
工，第一批复工人员达到 68 人。截止 19
日，企业 176 名工人全部到岗。目前，企
业 2021 年生产订单已全部排满。
“2021 年咱们进入医保目录，去年的

话是完成了 1.2 亿的销售。那么今年按
照我们同行业的性质来比较，保守估计 4
或 5 个亿的销售。”真奥药业有限公司行
政副总经理毛志海介绍。
要实现 5 个亿的生产和销售任务，较
2020 增长 3 倍以上，如何完成？新春伊
始，真奥药业公司已开始谋划车间改造工
作，计划新增 50 名员工。
“去年我们生产线一天是 30 万支金
银花口服液，这是最大的产能。今年我们
经过改造之后，可以每天达到 100 万支的
产能。
”
毛志海说。
像真奥药业公司一样，咸安经济开发

区 80%的企业已实现春节后复工。预计
到 21 日，
企业开工率可达到 100%。
咸安经济开发区协调部副部长李莉
表示，根据节前对企业的走访，2021 年企
业订单形势非常好，特别是森工产业和医
药产业。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企业的海外
订单形势很好，像华宁防腐、中港金属，两
家企业的海外订单已经可以满足 2021 年
全年的生产。还有汇美达，它的海外订单
生产已经排到了 6 月份。
2020 年，咸安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
企业完成产值 130 亿元、出口创汇 4.5 亿
元，新入规企业 10 家。2021 年，开发区

计划新签约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投产项
目各不少于 15 个，力争实现规上工业企
业 产 值 150 亿 元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70 亿
元。当前，开发区正积极创新服务方式，
着力解决企业融资、用工、用地等难题，保
障园区企业全马力生产，奋力夺取工业经
济
“开门红”。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报道：2 月 17 日上午（大年初
六），春风轻拂，暖阳高照，在青山叠翠的汀泗桥镇古田村的
一个小山坡上，传来一片笑声和“嘣哒、嘣哒”的锄地声，40
余名村民正忙着栽小杉树苗。
“大家注意了，栽树时要深埋浅提，埋没红皮，别窝根，
土要压实压紧，存活率才会高。”80 后村主任周换颜一边娴
熟地教大家栽树要领，一边指导检查栽树的质量。
70 岁的周正炎是栽树的老把式了，只见他用一个小锄
先挖个坑，然后再将树苗放正培土，最后压实，栽树的速度
那是又快又好。
“造林绿化是好事呀，树栽多了，村湾的生态就好了，住
在村里，
享受青山绿水和一口好空气。
”周正炎说。
“回家过年，利用空闲时间来帮忙栽树美化村湾，一
天还有 150 元工资呢，一举两得。”近 50 岁的胡建华接过
话头。
据周换颜介绍，为了向荒山要效益，他带头承包了 70
亩荒山，全部栽种有经济效益的杉树，约 12000 棵。十年就
可以成材，收入可观。
一花引得万花开。如今，在汀泗桥镇古田村，植树造林
成了一种新风尚，房前屋后见缝插绿，山上山下尽披绿装。
近 2 年来，村里累计植树达到了 1000 余亩。

仨兄弟被困峭壁

咸安民警紧急救援
本报讯 通讯员沈伟报道：2 月 16 日晚上 6 点 40 分，
咸安公安分局双溪桥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三名男子被困
在白云山高埔村山麓悬崖峭壁间，
无法下山，请求救援。
接警后，双溪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与报警人高某联系，
并确认了高某身份及同行人员身体状况，联系高铺村村干
部和其家属准备救援。同时，派出所组织救援警力与消防
救援人员一起，驾车赶到被困人员所处的山脚下。但由于
所处山麓海拔约 800 米左右，山势险峻，一面临崖，且受困
人员身处悬崖峭壁一侧，考虑到从山下攀爬救援难度较大，
且容易迷路，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商量驾车绕道到大幕白
云山山顶，再从山顶绕道到高铺村山麓一侧，从半山腰开始
实施救援。为方便救援，民警和消防人员分别找到白云山
林场当地群众和工作人员带路，通过灯光辨认方位，无人机
定位被困人员具体位置。通过警民联手协作，用时 6 个多
小时，救援人员徒手攀爬到被困人员身边并成功将被困人
带离。

今年红包格外大

环城社区居民喜领“分红款”

湖光山色十六潭
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咸宁十六潭公园的花儿竞相绽放，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游玩，
享受美好春光。
通讯员 吴涛

摄

留守孩子的别样春节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且听风吟在茂密森林，用春的节拍
宣告他来临。指尖轻轻触碰到微风，严寒
就缓缓消散在其中……”2 月 16 日（大年
初五），春光明媚，绿意盎然的咸安区贺胜
桥镇滨湖村委会飘出一阵阵欢快的歌声。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的大二巾帼志愿
者安晨曦同学应咸安区妇联邀请，特地一
早搭火车赶来滨湖村与几位爱心妈妈、爱
心姐姐一起，陪 10 名留守孩子一起过个
别样春节。
“见到孩子们一起欢歌，
一起游戏，
一
起学洗手，
一起学习防疫和安全知识，
一起
吃喜爱的零食等，我就沉醉在这无忧无虑
的笑声、歌声、嬉闹声里，觉得赶这一趟值

胡剑芳

了。
”
安晨曦说罢，
笑容在脸上荡漾开来。
“打开水龙头，淋湿小小手，摁下洗手
液，小手心搓一搓，小手背揉一揉……”在
爱心姐姐胡纾菀的演示下，小朋友们有板
有眼地学习七步洗手法。
在活动室一角，爱心妈妈余梅梅正在
用自己手机教结对的贺胜村二组留守儿
童 11 岁的余俊杰与爸爸妈妈视频。
“爸爸妈妈，过年好，我好想您们！今
年期末考试数学 90，语文 80，英语 67，你
们要多保重，我会听爷爷奶奶话……”有
些腼腆的余俊杰见到在湖南开肠粉店的
爸爸妈妈，一脸的激动与兴奋。
当余爸爸看到孩子与小朋友一起游戏

通讯员

阮奕

余辉

金艳

欢歌的开心笑脸时，连连感谢妇联办了件
大好事，
在外地务工的心也踏实了许多。
“与小朋友们一起游戏，玩耍，真的好
开心。”父亲因车祸已故跟爷爷奶奶住一
起的滨湖村一组留守儿童 11 岁田欢，13
岁田伟贤兄弟俩一边说，一边在爱心妈妈
指导下认真地学画画。
滨湖村年轻爱心妈妈陈艳芬还特地
带着自家孩子与留守孩子一起做游戏过
大年，让孩子们开心快乐，也让孩子们在
外务工的父母少一份担心。
“今年因疫情原因，很多家长选择响
应国家就地过年号召，不能回家和孩子们
团聚。这些孩子成了咸安区妇联和爱心

妈妈们的牵挂，今天特地组织爱心妈妈带
着防疫礼包来陪伴孩子一起过节。”区妇
联副主席冯超说，其他各乡镇妇联将因地
制宜适当开展留守儿童关爱活动。
此次活动中，咸安区红十字会副会长
张月代表单位为孩子们送来一袋米\一提
油，用爱心助力留守孩子健康成长。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
人 间 的 春 风 ，这 是 生 命 的 源 泉 …… 自
2020 年以来，咸安区启动了“不再孤单·
爱在咸安”公益项目，广泛动员了党员志
愿者、巾帼志愿者、社会组织等，累计开展
30 余场关爱活动，让广大妇女儿童真正
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脱贫户的新生活
○通讯员
正值新年，清风细雨，天气微凉。笔
者来到咸安区汀泗桥镇赛丰村脱贫户金
芳子家，新建成的二层小洋房屋明瓦亮，
干净整洁，在她家的自留地里，绿油油的
青菜长势正旺，甚是喜人。这几年，金芳
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清早，金芳子就起来在自家院里忙
活，家里刚刚杀了年猪，把哥嫂一家人请
来吃个丰盛的团圆饭。
“是政府的扶持政策给了我们脱贫致
富的机会，真是感谢政府和扶贫干部的帮
助，现在的生活我以前都不敢想啊。”见到
笔者来，金芳子停下手里的活，热情地拉
着我们坐下，爽朗地说道。
金芳子今年 50 余岁，是汀泗桥镇赛
丰村 7 组的村民，自幼因意外被烧伤，面
部毁容，手部残疾，有 2 个女儿，1 个儿

聂国力 董静

子，丈夫龙国依一个人务工艰难养家，生
活极其困难，2014 年成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但金芳子身残志坚不畏难，凭着坚
强的意志和辛勤的劳作，在脱贫路上不
掉队，彻底甩掉了“苦”日子，迎来了“新”
生活。
尽管自己身体有残疾，但金芳子不服
输，不愿意一直过着
“苦”日子，前些年，为
减轻家庭生活压力，在照顾好 3 个孩子的
同时，她利用空闲时间在家养鸡、养猪，自
力更生发展养殖产业，每年的产业奖补收
入有 2000 元。得益于政府产业扶贫奖补
资金的精准落实，金芳子更加坚定了生活
的信心，扩大了养殖规模，目前，养殖土鸡
60 只、土猪 2 只。
“政府消费扶贫给我们的扶持非常
大，每年养殖的土鸡、土猪根本不愁销

路。”金芳子笑着说，
“土鸡每只卖 150 元，
土鸡蛋也是供不应求，猪肉价格上涨，更
是俏销。
”
金芳子家里目前有 4 口人，早些年
2 个女儿先后出嫁，丈夫一直打零工补
贴家用，借着扶贫政策的东风，金芳子
家 于 2015 年 底 就 脱 贫 了 ，一 家 人 辛 勤
努力，2016 年就把新房子建起来了，儿
子 2020 年 5 月份也结婚了，目前在武汉
务工，收入稳定，儿媳有孕在身，在家安
心养胎。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村子里开工
建设了一个竹器加工厂，2020 年 6 月建
成，同年 10 月 8 日正式投产，就在金芳子
家不远处，加工厂为赛丰村村民提供了大
量就业岗位，带动了周边 22 户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务工。现在，金芳子就在赛丰村

竹器加工厂务工，
每月工资 2000 余元。
竹器加工厂主要产品为竹筷子、竹拉
丝，自投产以来，3 个多月耗竹量约 2000
吨，年产值预计将达 150 万元，产品主要
销往浙江、云南、贵州、武汉等地。每年可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约 10 万元。
“我在加工厂主要就是做拉丝的活，
程序简单，上手快，活也比较轻松，从家门
口到加工厂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养鸡、
养猪同样也不耽搁，既增加了家庭收入，
也有时间顾顾家里。”提到竹器加工厂的
务工情况，金芳子喜笑颜开。
“现在的日子安稳多了，越过越有奔
头。”子女们都已成家，不愁生计，生活上
没有了后顾之忧，金芳子的精神面貌有了
很大改变，
“ 今后就是要保重好自己的身
体，只要肯努力，好日子还在后面！”

本报讯 通讯员伍伟、聂国力、汪信裕报道：2 月 13 日，
大年初二。在咸安区永安街道环城社区村民蒋铁明家里，
他高兴地拿着四个大红包发给了四个外孙。外孙们打开红
包发现，里面都装了 500 元压岁钱，人均比以往的 200 元压
岁钱多出了 300 元。
“这都是社区今年给我股金的分红，有 1200 元。虽然
不多，但是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68 岁的蒋铁明幽
默地说，这个分红款让他十分开心，于是将这钱化作红包，
让外孙们的红包都
“加码”
。
蒋铁明说的股金分红是环城社区（当时是环城村）2018
年实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的首次分红。2018 年 3 月，
环城村以户籍登记为基础、以政策法律为依据、以村规民约
为参考、以民主议定为结果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
定股东户数 573 户，
股东人数 2296 人，
配股数 16123 股。
“我们是城中村改社区，集体经济中土地并不多，无法
发展大型农业。”该社区党总支书记陈为雄说，集体红利收
入主要是 2 个宾馆、5 个门店、1 栋楼层和一块闲置土地出
租所得租金。去年共获得 60 万元租金，除开各类支出和预
备周转资金，按照每股 20 元，分发了 32 万余元给股东们。
由于是首次分钱，
村民们都很高兴。
“你看，我们社区旁边又建了一栋综合楼，建好后会引
进项目或者出租，以后我们的分红又会增加。”蒋铁明高兴
地说，感谢如今的好政策，整个社区的面貌焕然一新，日子
也越来越有盼头了。

香城简讯
2 月 8 至 9 日，区水利和湖泊局对咸安区十大规模
水厂开展供水安全工作检查，同时检查了在建饮水
EPC 项目现场工地春节假期的安全保障措施。
（陈伟）
2 月 9 日，咸安区召开 2020 年下半年扶贫开发工
作成效交叉考核部署会，安排部署近期脱贫攻坚重点
工作。
（聂国力、方焱）
2 月 9 日，
区教育局走访慰问因疫情防控不能返乡
过年的留咸单身教师，
并送上慰问金及新春祝福。
（章硕）
春节期间，咸安区商务局组成大型商超、电商平
台、农贸市场、油站油库和再生资源 5 个巡查防控专班，
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
“不脱销、
不断档”
。
（贾琴、
杜春宝）
连日来，浮山街道办事处长安社区联合包保单位
下沉党员们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入户健康监测等工
作，引导居民做好自我防范、提高防护意识。
（刘晓琴）
春节期间，咸安供电公司“跑山电工”奔跑在十三
个乡镇，对群众用电线路开展巡查，确保群众春节用
电安全稳定。
（曹露、艾军乔）
2 月 10 日，永安街道办事处在全辖区开展了一次
返乡人员拉练式大排查。
（黎淑芳）
近日，区委宣传部党员干部带上米、油、面、水果
走村入户对肖桥村 32 户困难户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与
群众一起畅聊家庭收入变化及各项扶贫优惠政策落
实情况。
（陈建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