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1日，通城县沙堆镇罗塘村中蜂专业合作
社社员在养蜂。据了解，该县山地资源丰富，蜜源
植物较多，蜂蜜质量好。沙堆镇罗塘村青年刘志明
瞄准这一优势，2013年返乡养蜂，并成立中蜂专业

合作社。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推广“合作社+市
场+农户”养殖模式，已帮扶百余户农民从事养蜂，
让农户尝到了甜头，助力乡村振兴。

刘建平 摄（影像咸宁）

中蜂养殖甜了日子中蜂养殖甜了日子

3月29日，嘉鱼县簰洲湾果桑庄园，工人在桑葚园进
行田间管理。2018年，簰洲湾镇引进能人张达坤回乡创
业，投资3000余万元，一期种植200亩桑园，自主培植桑葚8
个新品种，开发桑叶茶、桑葚酒、生物医药，进行三产融合式

发展。去年，该基地被咸宁市科技局命名为高科技
农业种植基地，带动了周边100余名村民前来务工增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陈明近 刘 爽 摄

能人回乡种植桑葚能人回乡种植桑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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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8～9日受弱脊影响，降水有所间歇; 10日开始受高空波动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8日：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10～19℃;9日：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3级，9～21℃；10日：小到中雨，偏东风2～3级，12～17℃。

服务热线： 56896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行时

本报讯 通讯员王飞报道：
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通城县公安局凝聚全警共识，
紧紧围绕中央、省市县和上级公
安机关队伍教育整顿工作部署，
立足学习教育环节，紧扣“四项教
育”内容，对标“三看”评估标准，
细化形式内容，强化部署推进，深
化实际成效，全力推动全县公安
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细化形式内容，实现学习教
育全警覆盖。通过集中研学与自
主学习、线上学习与线下学习、政
治轮训与专题辅导相结合的方
式，深入开展政治教育、党史教
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坚持专
班化运作、项目化推进、常态化督
导，完善机制落实落地。县公安
局领导班子成员下沉支部，带头
领学、全警参学；开辟公安网“学
习园地”、微信公众号“教育整顿
专栏”，随时随地线上学。前往黄
袍山红色小镇、秋暴纪念馆，开展

“实境课堂”现场学，重温入党、入
警誓词。弘扬英模精神，观看《致
敬，公安楷模》《建党伟业》等专题
影片，开展“学公安英模”事迹宣
讲、宣传等活动，进一步夯实全警
思想根基，筑牢忠诚警魂。

强化督导推进，实现学习教
育入脑入心。学习教育环节坚持

“早计划、细安排”，围绕四个方面
26项内容，将1个月学习计划细
分为31天具体安排，对表对标，
挂图作战，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每周召开全县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确
保“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多亮相”。严格落实

“以考促学”制度，集中组织全警理论闭卷测试，考试
成绩上报县教整办；督察、机关纪委随时随机上门抽
测，督导通报学习落实情况，切实把全警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学习教育入脑入
心、学深悟透。

深化实际成效，实现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学在深
处，干在实处。为切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引导
全警把理论学习转化为谋划思路、干事创业的实绩成
效，县公安局结合工作实际，在全局开展“跟班先进找
差距”“为民办实事，忠诚保平安”爱民实践活动，学习
教育期间，全县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5.6%，破案
率上升近6个百分点，干警两次奋不顾身解救轻生学
生，千里追缉偷渡越境人员，迅速处置幼童走失警情
被“央视新闻”刊载，驻村辅警为邻县群众追回误转钱
款事迹登上《人民日报》。全面推进“六大”活动，引导
全警强化为民意识、突显实干担当，切实推动全县公
安机关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纪律作风进一步强化、
能力素质进一步优化、执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全面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实干的过硬通城公安队伍。

3月31日，通山县九宫山镇焦家
小吃餐馆内座无虚席，生意火爆。

“自从镇里建了新水厂，供水充足
水质好，我的生意也好多了。”老板徐
良说，以前经常因为缺水，“餐馆有时
只能闭门谢客。”

九宫山镇辖10个村1个社区，过
去与闯王镇共用一个水厂，原水厂始
建于上世纪80年代，管网严重老化、损
坏，存在规模小、水压低、水质差等问
题。群众对此很揪心。

“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必须始终
将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为
群众解决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谈起
正在火热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九宫山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朱镭说，解决群众饮
水问题，就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成果之一。

据悉，为彻底解决群众生产生活
用水问题，该镇积极向上申请项目资
金1200余万元，新增不锈钢制组式净
水设备自动控制系统、水质监测、中控
设备和管理设备等，对原水厂进行升
级改造，同时重新铺设入户支管网44.9
公里，建设596平方米自来水厂服务中
心，将水送入更多群众家里。

走进新建的自来水厂，净化、监控
设备等一一俱全。“用水安全问题也进
一步得到了保障。”水厂负责人涂慧君
介绍，水厂选址横石村萝卜堰为水源
地，设立取水点保护警示牌，并在进水
口与出水口设置检验设备，每日进行
质量检查，确保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目前，水厂日供水规模3000吨，彻
底解决了镇区周边所涉及的横石村、
横石潭村、横石潭社区约1.5万人的饮

水问题。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群众对生

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原来街头
巷尾没有一处干净的位置，住着很心
烦。”居民李望景说，现在，在镇里党员
干部宣传带领下，居民环保意识提高
了，环境实现大转变。

朱镭介绍，镇里成立了人居环境
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和督查专班，组织
动员各村（社区）、网格保洁员常态化
保洁工作，建立周督查、月考核、季排
名和年兑现机制，全面提升镇域环境
和群众生活质量。

农业生产是农民重点关注的事。
针对农民种植技术落后、农苗品种不

优、农田规划不科学等突出问题，该镇
坚持做到“传技于民”，增强村民发展
农业的信心与动力。

今年，该镇在牌楼村、富有村、程
许村、南成村等村大力推广地膜玉米
种植，并免费发放农资，目前已完成示
范片播种约400亩。此外，该镇还在横
石村、畈中村等地大力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初步计划规模329.51公顷，建
成后将极大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农田
耕地地力和耕地质量水平。

朱镭说，全镇党员干部将把“我为
群众办实事”贯穿始终，通过帮助群众
解决一个个难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专访通山县九宫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朱镭

切实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昌炉 宋文虎 通讯员 夏恢开 成柏蓉

本报讯 记者张欢、通讯
员镇静报道：为提前宣传2021
年“爱心消费助农兴农”活动，
助力乡村振兴，4月2日上午10
点，咸宁邮政农品基地首场直
播活动走进通山县天宇油茶基
地。

45分钟的直播中，2名邮政
“网红”主播以现场试吃、在线
抽奖、限量秒杀等方式，对基地
原生态农产品进行了互动销
售。深井水培育的干香菇、多
功效的山茶油、散养的跑山鸡、
高营养的土鸡蛋吸引观众纷纷
下单，截止到4月 2日下午17
时，本次直播共下单1118单，累

计销售额14.4万元。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短

视频的兴起，农产品销售模式
悄然发生改变。咸宁邮政积极
组织2021年邮政农品基地首场
线上直播，推动深化邮政线上
营销转型，在服务乡村振兴中
践行了国企担当。

咸宁邮政将继续发挥自身
服务优势，依托成熟可靠的邮
乐直播平台，以市总工会的职
工爱心消费助农兴农活动为契
机，根据邮政农品不同的上市
时间，组织各个县市以直播的
方式，持续开展全市农产品销
售活动。

爱心消费助农兴农

咸宁邮政发起首场线上直播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通
讯员杨勇报道：4月2日下午，一
场捐书仪式在市图书馆创客厅
举行，适逢市图书馆和市新时
代文艺中心开展2021年第4期
支部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参加
活动的党员代表共同见证了这
一刻。

据悉，此次由湖北省新华
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咸宁市分
公司向咸宁市图书馆捐赠的
《荆楚文库》套装图书，共计200
本，总价值2.7万元。此套图书

包含珍贵的文史资料，具有极
高的收藏价值、史料价值和阅
读价值，可供广大市民读者了
解楚风汉韵、历史渊源，领悟风
土人情和荆楚精神。

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
限公司咸宁市分公司总经理
陈建明表示，通过此次捐赠，
以期与咸宁市图书馆联袂履
行文化传播责任，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推动全民阅读掀
起新高潮，助力“文化湖北”建
设。

省新华书店向市图书馆

捐赠2.7万元图书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
讯员云耀辉报道：4月6日，城区
温泉路一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城管
窗口，缴纳乱堆物料的罚款
1000元。

连日来，市城管执法委不
断加大文明城市创建力度，对
中心城区开展了乱堆乱放建筑
装修垃圾专项整治行动。在例
行执法巡查中，发现该公司将
装修垃圾随意堆放，没有及时
清运，影响市容市貌，市城管执
法委综合执法一大队对该公司

乱堆物料的事实进行了取证，
向其依法下达1000元的《当场
处罚决定书》，并责令其清理门
前堆放物料，还城市道路畅
通。该公司接到处罚决定书
后，认识到对“门前四包”重视
程度不高，表示今后要配合城
市管理工作，更好地支持文明
创建。

市城管执法委呼吁城区商
户及广大市民，不要乱堆物料、
乱扔废弃物、随意处置建筑垃
圾，争做文明人，共创美好家
园。

市城管执法委

专项整治乱堆乱放建筑装修垃圾

3月11日中午，细雨蒙蒙，记者来到嘉鱼县光恒
渔民驿站，陈德平和几位灵活就业的渔民正在这里叙
旧。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着生活的变化。

“我从20岁开始便以打鱼为生，以船为家。”今年
55岁的陈德平，讲述曾经的渔民生活。

去年，我市发布十年禁渔令，陈德平响应号召，退
出“江湖”。

现在，家住鱼岳镇清水沟的他，家门口就是烟波
浩淼的长江水面。“从来没想过，会有一天，住在江边
欣赏这长江的景色。”陈德平心中一阵惆怅。

为什么成立“渔民驿站”呢？记者好奇地问。
“禁渔，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渔民驿站的

发起人蔡光恒介绍说，现在整个长江流域都禁渔，我
们肯定要响应国家号召，成立驿站就是为了团结退捕
上岸的渔民，共同保护母亲河。

嘉鱼地处长江新螺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长江纵贯全境109.6公里。由于环境污染、过度捕捞
等原因，长江渔业资源近年来几近枯竭。

蔡光少今年51岁，祖祖辈辈打渔为生。退捕上
岸前，家里经营着两条渔船。

“以前年景好的时候，每年打鱼有十几万元的收
入，可心里却总不踏实。”蔡光少说，每当看到江湖里
那些用电捕鱼、迷魂阵等“断子绝孙”式的捕捞方法，
他就在想，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无鱼可捕的。

现在，蔡光少不仅是渔民驿站的成员，还是江豚
保护协会的会员，经常和大家一起巡江，劝阻非法捕
鱼、非法采砂等危害长江生态的行为。他说：“以前捕
鱼是为生计，现在护鱼为了子孙，收入少点没关系，日
子踏实。”

光恒渔民驿站目前共有110个渔民，不仅是保护
长江的驿站，也是保护退捕渔民的驿站。

渔民蔡红霞接过话头，“长时间在船里窝着，渔民

的腰椎、颈椎都有毛病。”一提起这些，她的眼神里透
露着辛酸。“现在退捕上岸了，挺起腰杆了，大家一起
努力，肯定能过上好日子。”

“驿站”现在有管理人员5名，蔡红霞就是其中之
一，主要负责相关政策法规宣传，提供信息帮助就业
等。去年10月份，“驿站”联系嘉鱼海事局，组织16
个渔民参与短期务工，主要从事清理长江沿线垃圾和
配合执法人员清理长江沿线违法渔具。

“我本是捕鱼人，现在变成护鱼人。”陈德平黝黑的脸
上笑起来现出一道道褶，他在“渔民驿站”的推荐下，参
加培训取得了船员证，即将上岗成为一名“巡江员”。

陈德平与江为伴大半辈子，如今从“水上”到了
“岸上”，他坚信：“以后的生活一定能红红火火。”

据了解，嘉鱼县扶持成立2个渔民驿站活动室，
激发内生动力，补充管护力量，拓宽就业渠道，帮助渔
民组团转产，营造“十年禁渔”群防群护的新局面。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
——看嘉鱼渔民驿站带来了什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宏宇 通讯员 熊琦

本报讯 记者见博报道：4
月7日，记者从第七届“山水咸
宁”中国画作品展暨“自省的书
写”——陈履生抗疫百字巡展活
动新闻发布会获悉，从4月10日
——5月10日，“自省的书写”巡
展将在董继宁美术馆开展。

此次展览将展出原中国国
家博物馆副馆长、现中国汉画
学会会长陈履生在疫情期间，
在家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书写
的100个汉字。展览以“自省的
书写”为主题，意在通过对文字
的书写和解读，反映出对人生、

对当下社会的自省与反思。该
巡展也是我市首个国家级个人
艺术展。

此次展览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主办，咸安区委宣传
部、区文化和旅游局、区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协办，咸宁市美术
馆、董继宁美术馆承办。

展览于去年4月8日开展，
先后在全国多个城市巡展。咸
宁是该巡展的“收官之站”，展
览地点为咸安区汀泗桥镇长寿
村董继宁美术馆。

陈履生抗疫百字巡展

在董继宁美术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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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补朱必平同志为
市五届政协委员的决定

（2021年4月7日市政协五届二十一次常委会议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政协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增补朱必平同志为政协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关于李城外等同志任职的决定
（2021年4月7日市政协五届二十一次常委会议通过）

政协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李城外同志任市政协副秘书长；
徐刚健同志任市政协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朱必平同志任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