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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3日受高空弱波动影响，有弱降水；12日、14日以多云天气为主，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具体预报如下：12日：阴天转多云，偏北风1～2级，8～19℃；13日：阴天有小雨，偏东风1～2级，10～16℃；14日：多云，偏北风1～2级，10～22℃。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
员翟丽报道：11日，全市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调研座谈会在赤壁
市召开。市委常委、赤壁市委
书记盛文军、副市长熊享涛参
加调研座谈。

调研组先后前往赤壁高新
区的霍尔科技、同共科技、蓝炬
兴业、高瞻科技、万津实业等电
子信息企业实地调研，察看生
产车间、实验室等，与企业负责
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
营状况、所处产业链位置，以及
产业链发展面临的瓶颈和关键
卡点等情况。

座谈会上，市经信局负责
人汇报了我市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情况。截止去年12月底，全
市共有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
业企业76家，完成产值130亿

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6.7%，我市电子信息产业
已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发展基
础。

会议要求，要上接天线，借
助外脑，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沟通合作，全面分析研究
我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和
相关政策，做好顶层设计和路
径选择。要下接地气，充分摸
清咸宁电子信息产业基础、优
势和短板，制定出符合咸宁发
展实际、务实管用的五年发展
规划。同时，要制定年度工作
方案，将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的工作任务分解到每年度，
具体落实到部门、县市区和高
新区，压实责任，形成合力，确
保专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实
施。

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调研座谈会要求

强基础 补短板 上台阶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通讯员朱燕林报
道：3月9日，咸宁市消防救援支
队召开消防事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编制工作研讨会。

会上，武汉科技大学编制
团队负责人介绍了《咸宁市消
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征
求意见稿）的编制情况。与会
人员围绕“十四五”规划框架、
重点内容进行研讨，提出建设
性意见和建议。

市消防救援支队将对标
“国家队、主力军”职能定位，深
刻分析问题短板，结合本市消防
工作实际，切实把消防救援队伍
作为应急救援国家队主力军承
担的历史使命、政治任务落在规
划蓝图中。科学谋划，与消防改
革相适应，对标湖北省“十四五”
消防规划，融入咸宁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为
咸宁消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市消防救援支队

编制消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易玲报
道：3月6日上午九点，天空下着
毛毛细雨，通城县农业农村局
一百余名党员干部来到大溪旅
游公路，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大家三五个人
一组，有的挖土填坑，有的扶
正树苗，有的挥锹培土，大家
配合默契，干劲十足。“这两天
下雨，泥土都湿润了，正好省
了取水浇灌树苗，成活率也

高！”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葛
雄兵说。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通城县农业农
村局根据县绿化委员会要求，
组织开展全局义务植树活动，
营造爱绿植绿护绿的浓厚氛
围，为推进全域绿化建设隽秀
通城尽绵薄之力。

当天,该局共栽桂花、石榴
等5个品种苗木1000多株。

通城农业农村局

百名干部义务植树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
讯员王全兴报道：记者昨日从
市城建档案馆获悉，我市近期
将组织专班，对现有馆藏工程
档案房屋信息开展普查登记工
作，对房屋五方责任主体、建筑
结构、设计使用年限、楼层高
度、竣工时间等基本信息进行
排查，并按房屋用途进行分类
造册登记，做到“一房一档”。

据了解，市城建档案馆现
有馆藏项目级房建档案406个，

工程级房屋档案2285栋，本次
普查成果将为建立城区房屋信
息“二维码”打下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完善现有房屋档
案信息普查范围，市城建档案
馆将联合咸安区城建档案馆，
开展对城区馆藏房建工程档
案基本信息的普查工作，同时
建立“一房一码”的房屋档案
基本信息查询系统，分类分批
逐步实现城区房屋信息动态
管理。

逐步建立“一房一码”信息查询系统

我市启动房屋信息普查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
王俊报道：“哪家哪户有什么期
盼、有哪些困难，都能通过我们
的‘民情库’实行点对点帮扶、
实打实服务”。近日，通山县黄
沙铺镇党委书记成理说，该镇
已为各村贫困群众建起了“民
情库”，有效提升了服务群众的
效率。

为确保群众的困难有人
帮，反映的问题有人落实，该镇
组织驻村（社区）镇干部逐村
（社区）深入调查，听真话、摸实
情，在此基础上建起“民情库”。

据了解，该镇建立的“民情

库”包括每户群众的家庭成员
状况、耕地林地面积、家庭经济
来源、衣食住行、健康医疗及信
访诉求等信息，按逐户登记、一
户一页、一村一卷、一区一册的
要求，统一编号、制作目录、专
柜存放。对在调查中发现的困
难和问题，由驻村（社区）聘请1
至2名老党员、老干部担任民情
联系员，确保“民情库”信息及
时更新、补充。

今年来，该镇“民情库”已收
集道路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等方面意见建议360多条，解决
各类纠纷问题近400起。

通山县黄沙铺镇

为贫困群众建立“民情库”

目前，我市正在持续推进创卫复
审迎检工作，农贸市场一直是创卫工
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居民生活的“菜
篮子”，农贸市场反映了城市环境卫生
状况。

3月11日上午，记者走访亿丰农
贸市场、原宏大农贸市场周边时发现，
这里的脏乱差在相关部门的督办下，
仍然屡禁不止、屡督不办。

当日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亿丰
农贸市场。

在市场周边菜地，三个旱厕尤为
显眼，其中两个旱厕由几块木板简单搭
建，粪便污物直排外面，周边污水环绕。
一垃圾桶旁边有建筑垃圾随意丢弃。

进入水产区，路面湿漉漉的，一眼
望过去，各门店外摆放着一排排装着
虾、鱼等水产品的塑料箱，路面鱼鳞内
脏四散。更让人惊讶的是，一个丢弃
未用的宰杀台中有一只死老鼠。

在肉类区，不只有行人，还有装货
车辆穿行，摩托车等车辆随意停放，路
面上有肉类血水痕迹。

此后，记者在原宏大农贸市场看
到，该市场由于改造围了起来，但商户
仍在周边聚集，卖蔬菜隔壁是卖肉的，

卖蔬菜对面是卖鱼的，有卖蔬菜又卖
肉的，有卖肉又卖鱼的。原本的居民
区外面形成“自由市场”，不仅有占道
经营，还有出店经营。路面破损、污水
横流，有摊位前或道路上丢弃着菜叶
子等垃圾，行人与骑摩托车的人交织。

市创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亿丰
农贸市场和原宏大农贸市场周边环境
是创卫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亿丰
农贸市场主要存在车辆乱停乱放、旱
厕、功能分区紊乱、排水系统落后及市
场周边保洁不到位的问题。宏大临时
过渡市场商户入驻极少，丧失了市场
功能，同时存在布局不合理等问题。
原宏大农贸市场商户未按规划进入宏
大临时过渡市场，在周边形成自由市
场，一店多户经营、活禽销售、污水横
流、出店占道经营等现象严重，卫生状
况较差，管理难度极大。耗费极大的

人力物力，仍无法达到创卫的要求。
“市创卫办督察组经常去督导，发

现问题下发给相关责任单位督办函，
要求整改，但效果不好。”市创卫办有
关负责人说，年前经过整顿稍有改善，
但过了年以后，问题反弹严重。

对此，咸安区创卫办有关负责人
表示，亿丰农贸市场和原宏大农贸市
场周边一直是创卫工作中的难点，咸
安区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根本问题一
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咸安区创卫办有关负责人建议，
迅速对宏大临时过渡市场进行改造，
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限制原宏大农贸
市场周边商户经营品种，将原有市场
经营者全部疏导至宏大临时过渡市场
或附近其他市场经营，严格经营秩序，
加强宏大临时过渡市场管理和服务，
营造良好的经营和购物环境，千方百

计留住新老经营者，防止再出现“返
流”现象。同时，对原宏大农贸市场及
临时过渡市场周边环境和秩序进行大
整治，解决脏乱差问题；加强对亿丰农
贸市场设施和环境整治，加强市场围
挡、门禁建设，落实好市场功能分区，
规范水产区使用，落实熟食区及豆制
品区“三防”要求，强化公共厕所达标
改造，加大市场管理力度，抓好市场及
周边卫生保洁等。

据了解，市创卫办将进一步加大
对农贸市场及周边的整治力度。对农
贸市场开展专项整治，常态化管理，及
时进行跟踪问效，确保整治不走过场、
不敷衍、不反弹。对未进入市场经营
的商户进行劝导，引导其进入市场守
法经营。继续开展督查督办，并不定
期进行“回头看”，做到整改落实，形成
长效机制，确保创卫工作取得实效。

这里脏乱差为何屡禁不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大棚蔬菜移栽忙
3月5日，咸安区温泉办事处肖桥

村绿佳绿色蔬菜专业合作社内，菜农
正在移栽蔬菜苗，计划4月中旬首批
黄瓜提前上市。

绿佳绿色蔬菜专业合作社占地
100亩，育有辣椒、茄子、黄瓜等16种
蔬菜秧。该合作社蔬菜绿色无公害，
赢得亿丰、华信等大型农贸市场和商
超的青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夏正锋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摄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李攀龙报道：人勤春来
早，春播正当时。6日，走进赤壁市赤
壁镇东柳村西瓜大棚内，映入眼帘的
是一床床生机盎然的绿色西瓜苗。

现场，技术人员忙着调节智能温
控大棚的温度、湿度，10多名育苗工
人忙着把西瓜苗整齐摆放。

“东柳的西瓜不愁销，我在这干
活比在外打工强多了，去年旺季的时
候每月收入有5000元以上。”育苗能
手陆华庭说，每天能够育苗5万株左

右。
近年来，东柳村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力度，引导村民种植大棚西瓜，东
柳村原有的28户贫困户靠着西瓜产
业全部脱贫。去年，该村常住居民人
均纯收入达2万元以上，变成了名副
其实的“富裕村”。

东柳村党支部书记吴会堂告诉
记者，西瓜产业的壮大，得益于赤壁
市奖补政策扶持和各方的帮助，市农
业局在种子、育苗、大棚建设等方面

提供有力支持；市水利局、市供电公
司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助其实现了
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入春以来，赤壁市农业部门早谋
划、早安排、早行动，及时调运储备各
类农资，深入乡镇开展放心农资宣传
活动，开展技术培训和农资打假行动
等，确保春耕备耕各项工作扎实开
展。

该市农业部门组织100余名种粮
大户、科技示范户、农技员进行技术
培训，详细讲解近年来国家强农惠农

政策及种植业生产形势等。邀请种
子、植保等专家依托“送科技下乡”，
就春耕播前整地、施肥、病虫害防治
及科学种田等进行现场教学。

连日来，赤壁市农业农村执法大
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加
强对城区各大农资市场监管，对调进
种子、化肥进行调查登记、抽检，严厉
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等违法行为。

目前，该市已储备水稻、玉米、蔬
菜等种子近100万斤，各类农用物资
正在陆续调回，确保不耽误农时。

技术指导 严管市场 备足农资

赤壁奏响春耕备耕大合唱

本报讯 记者见博、陈红菊、特约
记者胡剑芳、通讯员陈成报道：3月4
日，春光明媚，咸安马桥镇曾铺村的油
菜花竞相开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
卡拍照。金色花田、特色民居和游客
构成一幅秀美的春日画卷。

近年来，咸安区马桥镇围绕“油菜
花海”发展目标，因地制宜，推动特色
产业和旅游文化的有机协调发展，着
力打造“建国畈油菜花海”、“趣乐园”、

“乡村记忆馆”等特色旅游品牌，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的油菜都是区农业农村局
培育的最新品种，不仅种子全部免费
发放给村民，而且提供免费的肥料。
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主动种植油菜。”
曾铺村驻村第一书记李俊介绍，在区
镇两级政府的支持和政策鼓励下，目
前该镇已有上千人种植油菜，油菜花
海总面积达到了3000多亩，其中核心
区1500亩就在曾铺村。该镇已投入

2500多万元，全力推进核心景区和沿
线配套设施建设，经过几年的发展，已
成为区里乃至市里重要的优质赏花基

地。
吴秀琴是曾铺村十组村民，一家

人正商量如何接待游玩的游客，而她

家正好在花海景点的入口处。“去年我
家的4亩油菜产了1200斤左右的菜
籽，赚了一万多元。”吴秀琴高兴地说：

“今年准备开农家乐，再卖点腊鱼腊肉，
多挣点钱！”在赏花的过程中，附近的农
家乐生意也非常火爆，很多村民在景点
处摆摊卖起了自家的农产品，使游客尽
兴而来，满载而归。

该村还以油菜花为基础，积极打造
旅游闭环线路：花海附近的研学基地项
目“趣乐园”、依托古民居打造马桥乡村
记忆馆也即将开门营业，通过旧房改造
的民宿也在如火如荼建设当中，准备年
底向市民开放。曾铺村正逐步实现旅
游“有来头”、游客“有玩头”、一年四季

“有耍头”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如的在曾铺村，沁人心脾的油菜

花海、古色古香的记忆馆、动感十足的
亲子乐园与粉墙黛瓦民宿建筑群构成
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为乡村振兴指
明方向、注入动能。

咸安马桥镇曾铺村

“花”经济为乡村振兴添薪加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