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版
2021年4月30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王莉敏

电话：0715—812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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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5月1日受偏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好；2日受低层西南气流影响，云量增多。具体预报如下：30日：晴天，偏南风3～4级，17～31℃；5月1日：晴天，偏南风转偏北风2～3级，18～30℃；2日：多云到阴天，偏南风2～3级，19～29℃。

清 免 减 抵 补

我市着力整顿耕地“非粮化”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4

月29日，我市召开村级债务化
解、耕地“非粮化”清理整顿工
作推进会。副市长谭海华出席
会议并讲话。

谭海华指出，要认清工作
形势，务必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把防止耕
地“非粮化”作为重要的政治责
任，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认真抓
好落实，切实做到思想上不懈
怠、原则上不动摇、行动上不迟
缓，确保高质量、高效率完成耕
地“非粮化”清理整治工作。

谭海华要求，要深入清理

核查，明确工作重点。坚持依
法依规，积极妥善化解债务；抓
好清、免、减、抵、补五大环节，
明确化债方法和路径；聚焦两
类重点，明确化债时限和帮扶
措施；建立化解村级债务长效
机制，扎实做好化债工作试点，
抓好耕地“非粮化”问题整改。

谭海华强调，要强化组织
保障，压实主体责任，推进督查
考核，广泛开展宣传引导。各
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村级债务
化解和耕地“非粮化”清理整治
工作，切实加强协同配合，严密
组织、强力推进，确保各项工作
取得实效。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三明报
道：“多层分区蜂箱最大优点是
科学实用，取蜜时绝不会伤害
到蜜蜂，同时对蜜的品质和产
量都有很好的保障。”4 月 14
日，在全市“特色养殖蜜蜂”培
训班上，一款新型的蜂箱受到
全场瞩目。

“用这种蜂箱养蜜蜂，产蜜
高，品质好。”咸宁市养蜂协会
会长、新型蜂箱发明者金海波
说，咸宁山多地广，蜜源资源丰
富，养蜜蜂有着巨大的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本次培训班由市农业农村
局主办、湖北新产业技师学院

承办，为期十五天，由华中农业
大学教授和资深专家授课，主
要内容包括乡村振兴政策解
读、中蜂GN箱养殖技术、蜂疗
技术、人工育王技术与病虫害
防治等。培训班吸引全市各地
的蜂业合作社负责人、特色养
殖大户等75名学员。大家一致
表示，要努力提升养蜂技术，力
争做大“甜蜜事业”。

据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高
宝红介绍，壮大发展我市养蜂
业全产业链，提升蜂蜜产品附
加值，是我市破解农业发展资
源束缚，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
途径。

全市特色养殖蜜蜂培训班

科技助推做大“甜蜜事业”

春雨绵绵，春山可望。4月26日，
记者来到草木葱茏的通山县杨芳林乡，

“酱品小镇”的路牌赫然入目，空气中也
弥散着酱香味。

作为杨芳林乡规模比较大的豆制
品企业，吉利通豆制品厂和开元酱品厂
先后开工生产，记者来到这两家企业，
一探杨芳酱品的生产销售情况。

杨芳酱油受食客欢迎

山谷里产出的牛肝豆、龙岩洞流出
的弱碱水、独特的气候三者交织，才能
成功酿造出正宗杨芳酱油。

在吉利通豆制品厂600平方米的
厂房，杨芳酱油豆豉酿制技艺第五代传
承人、今年39岁的吉进武，带领记者参
观了杨芳酱油豆豉的酿制流程。

“这就是牛肝豆。”吉进武抓起一
把黄褐色的豆子对记者说，牛肝豆是酿
制杨芳酱油豆豉的主要原材料，再取用
杨芳林乡龙岩山溪泉水，依据祖辈流传
下来的酿造方法，要先后经过精选原
料、浸泡、烈火蒸豆、摊晒、温室发酵、冷
水洗黄、加入草药秘方、密封再发酵、滤
汁、熬煎、消毒、装罐等十多道传统手工
工序，精心制作而成。

“牛肝豆经过两次发酵后，滤汁熬
煎后就是杨芳酱油。”吉进武说，与其

他酱油相比，杨芳酱油最大的不同是固
态呈膏状的固体酱油，倒置不流，闻之
香郁。很多用户对每次使用2克或5
克搞不准，他计划在包装袋里配一个定
量小木勺。

杨芳酱油、豆豉酿制技艺源于民
间，起于魏晋，盛于清，清乾隆年间还曾
作为宫廷贡品。1890年前后，鼎盛时
期加工作坊多达47家。今天师傅们所
使用的酿制方法，是清朝谭兴发于
1885年吸取《齐民要术》里面的大豆加
工方法发明和创造的。

1987年 9月，经省农科院农业测
试中心氨基酸分析结果表明，杨芳酱油
含人体需氨基酸17种，含氨基酸总和
达10.76%。1998年，杨芳酱品厂生产
的“杨芳酱油”荣获第四届中国国际食
品博览会暨交易会“中国市场名牌产
品”称号。2013年9月，成立杨芳林乡
农副产品协会，杨芳酱品获得“杨芳酱
油”“杨芳豆豉”两个国家级地理标志产
品，并被列为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此外，还注册了“杨芳林”集体商标。

一盘红烧肉，用杨芳酱品烹烩，
口感独特，让人回味。无论岁月如何
变迁，杨芳酱品始终为广大食客津津
乐道。

杨芳酱品的发展困境

除了生产杨芳酱油和豆豉，吉进武
还生产豆腐油、隔夜俏酱干。在他的临
街店铺，豆制品摆满货柜。

吉利通豆制品厂年产值近100万
元，产品销售除了通山本地土特产店和
餐馆外，在互联网上也注册了淘宝店进
行销售，但每月只销售4000元左右。

开元酱品厂年产值可达400万元，
但产品销售仅限于本地大型商超和餐
馆，最远销到了武汉，淘宝店还在注册
中。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杨芳酱品始终
发展不快、不大、不强的主要原因是：

特而不大。据统计，全乡仅有杨芳
酱品规模生产主体6家，年产杨芳豆豉
6万斤、杨芳酱油4万斤、杨芳隔夜俏
17 万斤、豆腐油 5.5 万斤，年产值仅
500万元。生产主要以小型加工厂或
作坊形式存在。

杂而不精。由于生产主体分散，又
是传统手工工艺，生产成本高，利润空
间小。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产品种类改
良不够，无法满足市场不同口味消费者
的需求。

产而无量。由于产品市场开拓不
够，产量无法提升，导致主要原料牛肝
豆的种植面积也在萎缩，限制了产业做
强做大。目前，全乡牛肝豆种植面积缩
减到仅1000亩左右。

综合施策促做大做强

“杨芳酱品从原材料种植到加工、
销售、餐饮，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杨
芳林乡党委书记熊美萍说，杨芳酱品作
为地方特色农产品、特色加工业，对发

展杨芳林乡绿色经济，解决边远山区经
济发展难题、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酱品产业仍有很大的发
展潜力和市场前景，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推进。

重视原料保障，让产业链条更稳。
大力扶持牛肝豆种植合作社发展，以合
作合营形式固定产销渠道，统一技术指
导，让农民有利可图，加工生产企业有
米可炊。鼓励酱品加工企业开展股份
制、有限责任公司改造，扩大规模，增强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加大招商引资，让企业块头更大。
通过招商引资，抓好加工企业的引进，
建设酱品工业园、打造酱品小镇，让杨
芳酱品借梯上楼、借船出海，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加强校企合作，让生产工艺更优。
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进行加工
技术改造，加快杨芳酱品口味、包装、渠
道定制等研发速度。

加强品牌推广，让产品市场更旺。
统一使用“杨芳林”集体商标包装设计，
鼓励企业在淘宝、京东等知名电商平台
开设自营专卖店，把杨芳酱品推向全国
各地。

落实行业标准，让消费群体更
广。目前，杨芳林乡正在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指导下，建立切合杨芳传统
酱品工艺实际，又符合国家标准的地
方标准，让杨芳酱品不仅以质取胜，同
时以“安”信人。

通山县杨芳酱品曾斩获“杨芳酱油”“杨芳豆豉”两个国家级地理标志，并被列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存在种植面积萎缩、加工企业块头不大、产品质量标准不一等问题——

杨芳酱品如何做大做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世栋 特约记者 徐大发 通讯员 黄贝华 徐恒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彭洪报
道:“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
仁取义，此正其时……”4月28日，在
我市举办的“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
五四主题团日上，党史微电影《你的样
子》讲述了青年楷模何功伟英勇就义的
故事，令在场观众潸然泪下。

这部时长5分钟的党史微电影由
共青团咸宁市委组织拍摄，真实生动地
记录了何功伟的成长历程和英雄事迹，
再现了烈士短暂却伟大的一生，展现了
青年楷模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光辉
形象。

咸宁是一块革命烈士鲜血染红的

沃土。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启动后，共青
团咸宁市委以遗址旧迹为党史“教室”，
文物史料为党史“教材”，英烈模范为党
史“教师”，激励青少年学党史、强信念、
跟党走。

出生于1915年的何功伟，是湖北
咸宁人。1936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8年6月任中共湖北省委
委员，随即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开辟鄂
南抗日根据地，任鄂南特委书记。
1939年9月到湘鄂西区工作，1940年
8月任鄂西特委书记。1941年1月20
日在恩施被捕。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敌人

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在
临刑的100余级石板路上，敌人放言只
要何功伟回一回头就不杀他，但遍体鳞
伤、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义无反顾，高唱
《国际歌》，慷慨就义，时年26岁。

党史学习教育中，共青团咸宁市委
组织瞻仰何功伟烈士纪念园和何功伟
故居，缅怀这位坚贞不屈的“青年楷
模”，并通过多方收集整理何功伟事迹
素材，行程1500公里，取景多处，采访
青年典型10人，组织拍摄出党史主题
微电影，着力用青年语言、咸宁方言讲
好党史故事。

据介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

历史时期，同何功伟一样许多先烈为实
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用实际行动描
绘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正是一代代
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接续奋斗，才有
了今天“可爱的中国”的样子。于是，党
史微电影决定以《你的样子》命名。

“何功伟被誉为‘青年楷模’，作为
烈士故里，我们倡导广大青年传承、弘
扬先烈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永葆为
民情怀。”共青团咸宁市委书记刘珈说，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我们要让‘红色
基因’融入青年人的血脉，让红色精神
激发奋进力量。”

挖掘红色资源 拓展学习平台

团市委发布青年学党史微电影《你的样子》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员范
千竹、程李娜报道：他有张娃娃脸，看
起来很年轻，但是同事们都夸他：“做
事用心，办事老练，是个扶贫能手。”
他就是嘉鱼县新街镇扶贫办主任李
雄。

2016年，29岁的李雄在新街镇入
职，主动请缨，挑起该镇脱贫攻坚工作
的重担。他一上任就扑下身子走访入
户、深入调研，很快就摸熟了镇里的每
一条路，摸清了每一户家庭的真实情
况。从最开始查阅资料、请教前辈，到

后来的得心应手，他仅仅花了半年不到
的时间。

新街镇蜀港村全村地处丘岗，多年
来都是依靠传统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
下，是建档立卡贫困村。

为推进蜀港村整村扶贫开发，李雄
全身心投入到蜀港村扶贫产业项目中，
帮助泊良湖养牛基地扩建工程落地落
实，带动全村5户贫困户脱贫，提高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

2018年8月，王家月村贫困户张
开应在地中劳作时被变压器砸伤，导致

终生瘫痪。张开应的低保政策、他女儿
的公益性岗位、鱼塘享受的扶贫贷款、
产业奖补资金，每一项都是李雄帮忙落
实的。2019年，张开应家的鱼塘翻塘
遭受损失，李雄又前前后后跑了五六
次，帮他找保险公司理赔了1万元，减
轻了他的损失。

“群众的事，再小也要放在心里，能
帮一把就帮一把。”他常常这样说。在
从事扶贫工作的五年里，李雄走访了全
镇所有贫困户。

2019年，李雄荣获市级“最美扶贫

干部”称号；2020年，他又荣获市级“最
美扶贫人”称号，这是对他扶贫工作的
肯定。

如今，经过像李雄这样许许多多扶
贫干部的不懈努力，新街镇 1113 户
4251人已如期脱贫，2个贫困村港东村
和蜀港村分别于2016年、2017年整村
出列。

嘉鱼县新街镇扶贫办主任李雄

群众的事情都要放在心里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4
月29日，我市召开《固废法》执
法检查暨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推进会。副市长谭海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

谭海华指出，要全力组织
动员，确保交出执法检查满意
答卷。要从思想上再提升，问
题短板上再查摆，工作责任上
再压实。各地、各单位主要领
导要亲自部署，分管领导要具
体抓落实，迅速把任务落实到
人，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

谭海华要求，要坚持“三个
导向”，做好斧头湖巡视反馈问
题整改。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责任导向，聚焦重点任

务，抓好整改落实，夯实治污责
任。对标对表各级各类督察反
馈斧头湖问题整改要求，推进
斧头湖水质持续改善。结合实
际进一步完善斧头湖生态补偿
考核机制，确保考核机制发挥
实效，倒逼沿湖各县（区）走高
质量发展之路。

谭海华强调，要强化“三项
措施”，着力保障全市国控断面
水质稳定达标。强化上下游管
控、监测预警、督办考察，建立
常态化巡察机制，推进国控断
面风险综合治理，严肃追责问
责，为我市建设特色产业增长
极、转型发展示范区、自然生态
公园城市筑牢生态之基，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思想再提升 短板再查摆 责任再压实

我市积极筑牢生态之基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报
道：4月29日，我市召开茶产业
发展政协委员座谈会，为我市
做强做优茶产业出谋划策。市
政协副主席周辉庭出席会议。

会上，对我市茶产业发展
情况进行了汇报，市县两级政
协委员畅所欲言，就当前茶叶
产业发展的前景、茶产业发展
面临的问题提出看法，并从各
自角度对推动我市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目前全市茶叶基地面积
50.54万亩，2020年全市茶叶产
量达到6万吨，综合产值超过

82亿元。会议表示，茶叶基地
是茶产业发展的基础，要充分
利用我市的荒山资源壮大规
模，做好茶产业基地。要找准
问题，补齐短板，做优长板，推
动茶产业迈向规模化、标准化、
品牌化、精品化的新台阶。

会议指出，要坚持政府引
导、品牌引领、企业主体、龙头
带动，加大茶产业专业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力度，整体提升咸
宁茶叶的品牌美誉度。要在全
市营造良好的氛围，出台一系
列支持茶产业快速发展的政
策，促进我市茶产业发展壮大。

市政协

为做强做优茶产业出谋划策

省复合材料产业发展论坛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 记者见博报道：4

月29日，湖北省复合材料产业
发展论坛暨咸宁高新区新材料
产业招商推介会在我市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麟、省委
军民融合办一级巡视员刘兆
雄、副市长熊享涛出席活动，来
自海军工程大学、武汉理工大
学、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等高校企业代表近百人参加
会议。

会议指出，此次发展论坛
旨在促进新材料深度融入航空
航天传播和海洋工程装备等领
域，通过广泛的对接合作，提升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产学
研深度融合，加快壮大包括航
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

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单
位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共享，需
求对接、技术合作、成果转化，
进一步汇聚科研力量和创新资
源，整合行业资源，突出协同配
合，共同打造贯穿产业链、创新
链、价值链的产业生态系统，形
成具有湖北特色竞争优势。

会议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军民融合工作，不断拓展
军民融合的领域和范围，最大
限度促进军民资源互通互用，
积蓄人才资源等要素的深度融
合，推动咸宁军民融合产业统
筹发展。市委市政府将继续当
好无事不扰、有呼必应、应必有
果的店小二，打造让企业家安
心、放心、舒心的营商环境。

春日起秧忙
4月29日，咸安区双溪桥镇双溪桥

村村民正在育秧基地起秧，田间地头
一片忙碌。

该基地为咸安区水稻生产（集中
育秧）绿色发展示范片，集中育秧 40
亩，可满足水稻机插秧 2000 亩。集中
育秧能够统一优质良种、统一育秧机
插、统一绿色防控、统一订单生产，实
现水稻种植的高产高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李星
通讯员 顾瑶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