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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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受高空弱脊影响，多云；24～25日受高空低槽东移影响，我市又有一次水过程，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23日：多云，偏北风2～3级，15～25℃；24日：大雨，偏北风3～4级，16～20℃；25日：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15～20℃。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
记者童金健、通讯员王晓红报
道：4月11日晚10时左右，赤壁
市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执法人
员驾驶快艇在田塘畈附近水域
巡查，发现有人正拿着捞鱼网
违法电鱼，现场查获逆变器、电
线接头、捞鱼杆等工具及鳜鱼、
马嘴鱼等鱼获约15斤。

随后，执法人员将违法人
员颜某某及扣押物品一并移送
至派出所。经查明，颜某某存
在侥幸心理夜晚作案，不料被执
法人员逮个正着。颜某某对其
在陆水湖水域非法捕鱼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已被依法刑拘。

4月16日凌晨3时，接到举
报电话，6名执法人员立即驾驶
执法快艇到芳世湾水域执法。

现场发现有人在一艘玻璃钢船
上电鱼，并查获船上有逆变器、
电线接头、电瓶、捞鱼杆等工
具。经查，非法电鱼者徐某某，
同样存在侥幸心理夜晚作案。
执法人员将徐某某及扣押物品
一并移送至派出所。

自3月 1日实施陆水湖禁
渔期制度以来，陆水湖风景区
管委会在陆水湖周边张贴禁渔
通告150份，引导群众理解、支
持禁渔工作；组建陆水湖护渔
队16人，坚持执勤点驻点执法
人员24小时巡查，对破坏水环
境生态“零容忍”。截至目前，
执法人员共收缴钓鱼杆25根，
发现、割除清理残余罾网1张，
收缴丝网59条和地笼网1部，
全部予以销毁。

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

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自3月26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
来，通山县大畈镇以隐水村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七军纪念碑、白泥村肖克允将军
墓等革命历史遗址为依托 ，重温红色
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我们将继续以

‘重教育，兴旅游，建产业’为抓手，为群
众办实事，为大畈谋发展。”通山县大
畈镇党委书记程刚说。

清明节期间，大畈镇邀请30余名
回乡祭祖的在外创业人士召开乡情恳
谈会，介绍大畈镇扶困助学协会运行情
况，并成功与湖北千鸟户外运动有限公
司签订了低空飞行观览项目投资协议。

大畈镇扶困助学协会成立于2015
年5月3日，2016年4月通过民政部门
注册，是国家法律认可的慈善组织机
构。协会本着“汇关爱、济贫困、重教
育、励人才”的宗旨，积极开展扶困助学

活动。几年来，通过在清明节、中秋节
期间组织捐资助学，先后接受大畈籍在
外创业成功人士及本县各乡镇有识之
士的善款134.295万元。截至目前，大
畈镇扶困助学协会已资助家庭贫困学
生和高考拔尖学生266人次，发放助学
奖优资金81.45万元，成为大畈镇为群
众办实事的靓丽名片。

“崇文重教，凝聚着大畈镇党委政
府储备人才、造福大畈的前瞻理念，彰
显着大畈籍成功人士及其他有识之士
回馈家乡、关爱学子的奉献精神，更吸
引了各界投资者的目光。”程刚说，由赤
壁市老板刘远鹏投资2亿元，在大畈镇
下杨村新建的湖北幕阜山研学营地，已
于本月动工，计划9月份开业，每年将
吸引10万学生前来研学和户外拓展。

大畈镇毗邻富水湖，境内旅游资源

丰富。近年来，该镇相继开发了隐水
洞、龙隐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枇杷小镇
观光采摘等特色旅游。

大畈隐水洞是湖北省首个地质公
园，溶洞全长5180米，有三分之一是水
路。洞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洞内钟
乳石林立，惟妙惟肖，开发了游船、小火
车等观光之旅，已成为通山旅游的“网
红”打卡地。

紧邻隐水洞，大畈镇又引进湖北隐
水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1亿多
元，按照国家AAAA标准建成龙隐山
生态旅游度假区，于去年8月28日开
业。景区既有玻璃天桥、悬崖秋千、丛
林穿越、玻璃滑道等惊险刺激的游乐项

目，也有石林秘境、云端草甸等天然观
光项目，还有可以俯瞰富水湖千岛奇境
的九龙鼎广场。今年春节7天假期，该
景区接待游客3万人次。

大畈镇是咸宁市枇杷特色小镇，枇
杷种植面积2.1万亩，年产量2万吨以
上。2017年来，该镇连续三年举办枇杷
旅游节，吸引前来观光旅游、采摘体验
游客超过20万人次，采摘枇杷鲜果60
多万斤，枇杷采摘收益突破400万元。

瞄准精深加工市场的空白，该镇
建成以特色农产品采摘、枇杷深加工、
生态旅游、电子商务融合发展为主题
的八福康枇杷产业园，打造枇杷采摘
园、枇杷科普馆和枇杷酒庄，去年8月
6日，九宫枇杷饮料成功上市。今年3
月，该镇新引进湖北臻兴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加工枇杷干果，计划10月份建
成投产。

目前，大畈镇有枇杷加工企业3
家，枇杷加工产值达1.2亿元。另有阳
春园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三
品一标”认证企业11家。

专访通山县大畈镇党委书记程刚

重教育 兴旅游 建产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钟玺玮 郑梦溪 柯晓芬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
讯员熊琦、李永忠报道：“这儿
的蘑菇可多了，有珍贵的羊肚
菌、竹荪、鸡枞、赤松茸、滑子菇、
猴头菇等等。”4月19日，在嘉鱼
县官桥镇观音寺村，平华食用菌
种植专业合作社迎来赤壁市新
世纪艺术幼儿园大（八）班的小
朋友，在此开展亲子活动。

嘉鱼县平华食用菌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平华介绍说，
基地工作人员会带领孩子们参
观蘑菇基地，了解蘑菇的品种及
生长习性。参加亲子活动的家

长和孩子一起采摘蘑菇，还可以
现场烹制，学习种蘑菇，自己动
手装蘑菇料。此外，每个家庭可
以带回去一斤平菇、一斤香菇。

据了解，平华食用菌种植
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8年，经
过几年的努力，随着基地的发
展壮大，也帮助观音寺村顺利
脱贫。如今，为化解销售难题，
该合作社加大投资加工设备和
冷库的同时，及时调整思路、多
元经营、开拓市场，发展采摘体
验、家庭菌包销售等业务，创新
发展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嘉鱼县平华菌业

转变思路 多元经营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
员邬琳、王杰报道：4月13日，
崇阳县市场监管局举办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培训活动。全县承压类特种设
备使用单位、电梯使用单位、气
瓶充装单位、特种设备安装和
维保单位15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会邀请了湖北省特检
院咸宁分院的承压类设备检验
专家和电梯检验师到现场授
课，他们分别从承压类特种设
备和电梯的日常使用、维护保
养、风险防控、隐患排查等方面
展开培训，指导企业科学自

查。同时，要求各单位认清形
势自查自纠，建立健全安全管
理长效机制，彻底排除特种设
备使用安全隐患。

崇阳县市场监管局在加强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中始终
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努力当
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做好
安全监管的“守护者”，有针对
性地对问题企业进行教育培
训，引导企业提升特种设备安
全管理水平。去年至今，共举
办培训班5次，培训人员达600
余人，指导企业完成整改110余
次。

崇阳县市场监管局举办培训班

提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水平

文明创建红黑榜

行道树成“拦路虎”，市民抱怨通行不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平整宽阔，最窄的地方宽度都有
三米；行走通畅，碍事的行道树已被
移走……4月14日上午，细雨蒙蒙，
记者来到玉泉街住建局食堂路段，发
现道路旁的人行道已经大变样。

“这里之前本来就窄，还有行道
树挡道，有的地方还是断头路，走着
走着就走到机动车道上了，特别危
险。”附近居民袁女士吐槽，在这里常
走得提心吊胆。

“之前经过这里，走着走着没路

了，要跑到对面人行道上，不方便也
不安全，特别是带着孩子时。”看着如
今面貌一新的人行道，家住谭惠路的
丁女士竖起了大拇指：“改造从市民
角度出发，便民惠民，特别好！”

记者在该路段走了一遍，发现
道路两旁的行道树，都有被修剪的
痕迹，最低的树枝离地面都有近 3
米。在该路段旁开了个小店的陈
红，为玉泉街的变化感到开心：“没
有了断头路、没有了阻碍通行的行

道树，没有了横七竖八的树枝，走路
时不用时时提防，在这段路上行走，
舒心、悠闲！”

4月20日，在双鹤路市规划馆路
段，记者看到，两旁人行道行道树和
一般人行道上的有些不一样，树根周
围没有水泥方框，泥土上盖着绿色的
塑胶网。

“用塑胶网代替水泥方框，方便
通行，人行道走起来更宽敞了，挺
好。”家住附近的市民葛涛说。

红榜：玉泉街住建局食堂路段、双鹤路市规划馆路段

道路两旁的行道树，树根深植于大地，枝叶舒展于风中，
本该是为行人庇荫、给城市添色的存在。然而，记者走访发

现，城区有些道路的行道树，却成为通行的“拦路虎”，被过往
行人诟病。

记者手记：
扎根于人行道的行道树，枝繁

叶茂、郁郁葱葱，是香城泉都不可或

缺的一抹亮色。
而今，这抹亮色或因管理有失，

或因栽植不当，成为通行“拦路虎”，

带来安全隐患，被人吐槽、引发担
忧。

群众有所呼，部门有所应。城

市绿化，不能影响群众出行。希望
相关部门能立即行动起来，还市民
一个通畅、舒适的通行环境。

4月14日上午11点20分，记者
来到肖桥大道温泉中学路段。

温泉中学对面人行道上，行道树
被水泥方框围着，将人行道占了大半

位置，显得狭小局促。
记者在这条路上待了一刻钟，看

到经过的行人，大多选择直接在道路
上通行，路边的人行道少有人踏足。

“这些行道树的水泥方框特别碍
事，走起来磕磕绊绊的。”赶来接孩子
的孟甜说，孩子嫌人行道不好走，一
不留神就跑到机动车道上。

“如果通行无阻，大家也不会去
和机动车抢道。”附近住户丁女士说，
其实也知道走人行道更安全，但好好
的行道树现在成了“拦路虎”，无奈之
下，只能小心地靠着道路边沿通行。

16日下午，记者来到银桂路，发
现生长繁茂、被水泥方框围住的行道

树，将本就不宽阔的人行道占据了三
分之二。

“这里的行道树多，长得也好，如
果不是有些地方树枝低矮，水泥方框
又挡路，本来是挺赏心悦目的。”家住
宜园小区的尹先生说，每次走在这条
人行道上，都有点压抑。

附近居民王女士抱怨，好好的一
条人行道，推个大点的婴儿车就不好
走了，行走时还得注意不碰到树枝。

“老人现在只能坐轮椅，每天盼
着到外面转转，晒晒太阳看看风景，
可是这条人行道太窄了，特别不方
便。”在某事业单位上班的郑先生说，
栽植行道树时，应从便民利民角度出

发，不然容易好心办坏事，希望有关
部门能早点行动起来。

21日早上，天下大雨，记者来到
双鹤路民生银行路段，发现人行道上
有些行道树枝叶低矮，阻碍行人通
行。

在一棵尤其低矮的行道树前，记
者估算了下，最下面的枝叶离地面不到
1.6米，从下面走过，需要低头。有市民
撑着伞经过时，得弯下腰才能通行。

“这里不好走，老担心被树枝刮
到头。”市民黄先生抱怨说，下雨时
候，打伞吧，被树枝磕磕绊绊的不好
走；不打伞吧，冷不丁就被树枝上的
水淋个一头一脸。

黑榜：肖桥大道银桂路路段、双鹤路民生银行路段

本报讯 记者丁伟报道：4月 13
日一大早，在崇阳县天城镇史家渡村龙
虾养殖水塘，工人就已经开始打捞头一
天放置好的虾笼，捞起的龙虾按大小分
别装箱，上车后直接销往农贸市场。

史家渡村位于崇阳县城东郊、隽水
河畔，是陆水库区之村。全村有田地面
积916亩，其中水田面积759亩。2018
年年底该村实现脱贫“摘帽”，2019年
人均收入16675元，达到全镇中等水
平。

“每天能捕捞龙虾500斤，现在大
多是虾苗，每只八九钱重，下个月就能
长成成品虾。”崇阳县合众富民种养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方精益介绍说，现在虾
苗每斤12元，成品虾每斤30元，龙虾
不愁卖，购买需提前预定。

崇阳县合众富民种养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2017年10月，占地约2000多
亩，是一家集水产养殖销售，龙虾养殖
技术培训及交流、乡村旅游、餐饮服务、
中药材种植、水果采摘、休闲垂钓、无公
害有机蔬菜种植及销售为一体的公
司。现已建成稻虾混养养殖场500亩、
香菇种植基地120亩、药材种植基地
80亩、湘莲基地120亩、有机蔬果基地
180亩、水果基地80亩、休闲垂钓60
亩、特色农庄及水上乐园40亩。

据了解，该合作社采用龙虾、水稻、
鲢鱼套种的方式，龙虾一般养殖三季，
一季虾苗，两季成品虾，时间从三月持
续到五月，五月底龙虾达到丰产；鲢鱼
在三月开始养殖，年底捕捞；六月份则
种植水稻，秋天丰收。“一地多用”，实现

土地高效利用。
到晌午时分，这里却是另一番场

景。樱桃园里游客正在采摘新鲜樱桃；
池塘边垂钓爱好者正在垂钓；农庄土灶
旁观光客正在自己动手做农家菜……
三产融合的创新模式带动了本村产业
发展，同时也带热了当地乡村旅游。

“从朋友圈得知这里有个采摘园，
所以趁着今天天气好，就带着小孩一起
过来体验。”从县城赶来的游客罗女士
说，到这边来可以感受采摘的乐趣，食
物是纯绿色、纯天然的，吃起来也比较
放心。

该村合理规划，科学谋划产业布
局。一月到三月金桔成熟，四月上旬到
五月下旬樱桃成熟；五月上旬到五月下
旬桑葚成熟；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黄桃

成熟；八月下旬到十月下旬猕猴桃成
熟。另外，年底将加种哈密瓜和草莓，
保证一年四季有果可摘。

种养殖业全面开花，乡村旅游火
了，村民就业有着落，收入也大幅提升
了。

史家渡村村委副书记陈文华说：
“通过项目的实施，实现农民变股东、土
地租金变经营分红，逐步形成‘养殖—
技术培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
发展模式，确保农民生产有保证，技术
有支撑，销售有门路。”

据悉，合作社带动了周边村民50
余人就业，脱贫户通过入股、合作经营
每年每户可得分红2万余元。19户脱
贫户在合作社打工，每年有18000元
的工资收入。

龙虾走俏 瓜果飘香

崇阳史家渡村观光农业兴村富民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大
发、通讯员阮慧芳报道：4月12
日上午，通山县召开民营企业

“安康杯”竞赛活动现场推进
会，推广好做法，交流新经验。

上午9时许，与会人员现场
观摩了星光玉龙机械有限公司
的生产情境，现场学习了“安康
杯”竞赛活动开展情况以及企
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玉龙机械有限公司号召全
体员工树立“一日不出事，一月
不出事，一年不出事，永远不出
事”的理念，严格执行安全管理
制度，“宁听骂声，不听哭声”，
使广大员工脑子里时刻紧绷安
全这根弦。并结合公司实际开

展了安全“十个一”活动，即开
展一次学法培训；发动员工提
一条安全生产建议；剖析一起
故障隐患和违章行为；开展一
次亲情联谊活动；观看一次消
防警示教育片；接受一次安全
生产知识培训；当一天安全检
查员；开展一次安全宣誓和签名
活动；开展一次安全实操演练；
举办一次安全知识答卷活动。
通过十个一活动提升全员安全
意识，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

截止目前，玉龙公司连续三
年来重大安全事故零发生。去年
4-12月，尽管受疫情影响，公司
仍完成产值近亿元。生产打捆
机1000台，缴纳税金809万元。

通山民营企业

交流安全生产管理经验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
道：22日，省国资委调研组来我
市调研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巡
视整改工作落实情况，副市长
熊享涛参加调研。

调研组先后来到大洲湖生
态建设示范区ppp项目、省联
发梓山湖项目、鄂旅投萝卜小
镇项目调研，并座谈听取了我
市关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巡
视整改工作落实情况汇报。

调研组认为，咸宁在国企
改革、发展、监管、党建等领域，
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
发展水平不高、发展不充分等
问题。

调研组建议，要进一步增

强发展信心、加大改革力度、提
高监管水平、抓实党建工作、优
化投资环境。要从实际出发，
因地因企制宜，进一步完善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要
通过改革来解决在发展中遇到
的时机困难和问题，以更加优
化的营商环境，深化与央企的
合作。

熊享涛表示，将统一思想，
增强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深刻
认识国企改革的重大意义，站
在讲政治的高度，落实上级关
于国企改革的各项要求。将进
一步狠抓落实抓好整改，提升
改革的质量和成效，强化改革
的责任和担当。

就国企改革和巡视整改工作

省国资委来咸开展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