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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30日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多云，局部阵雨；31～8月1日受高空波动影响，多云，局部阵雨。具体预报如下：30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1～2级，25～34℃；31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1～2级，25～34℃；8月1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1～2级，25～35℃。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报
道：7月 25 日，通城县第三届

“敬我最尊敬的人”八一拥军走
访慰问活动全面启动。

启动仪式上，退役军人志
愿者们同唱“我是一个兵”，并
对退役军人志愿服务92分队进
行授旗仪式，还邀请了抗美援
朝老英雄老功臣、“在党50年”
老党员、老退役军人代表参加。

据活动发起人孔庆平介绍，
前期已完成了65名退役军人志
愿者的招募和92志愿服务分队

的组建等工作。 多个爱心志愿
小组冒酷暑顶烈日 ，深入11个
乡镇36户军（烈）属家庭送去节
日的问候和敬意。 每到一处，大
家都与优抚对象及家属促膝交
谈 ，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和现
实需求，并为他们送去慰问品。

据悉，通城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将在全县开展“关爱退役
军人”八一系列活动，走访慰问
军（烈）属家庭、伤残模范和驻
隽现役官兵，增强退役军人的
归属感、获得感和荣誉感。

通城开展拥军走访慰问

本报讯 记者丁伟报道：
“来，一个个往里传。”“你们搬
给我，我往上摞。”7月27日下
午，烈日炎炎，在崇阳县金城大
道湖北众望科工贸有限公司出
货区，十多个员工正在将一箱
箱麻花搬上大货车。不一会
儿，每个人身上都汗流浃背，但
依旧干劲十足。

“我们快一点，河南老乡就
能早点吃上我们的爱心麻花。”
该公司搬运组组长吴远志说。

据了解，这些物资是运往
河南新乡红十字会的救援物
资，麻花总计2000箱，价值25

万元。
经过数小时的搬运，下午5

时，满载崇阳麻花的爱心大货
车从县工业园出发开往河南新
乡，8个小时后将到达灾区。

“为了这次捐赠，我们工厂
这两天一直在赶工生产麻花，
保证河南老乡吃到最新鲜的产
品。”湖北众望科工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方纳序说。

在获悉咸宁市工商联捐赠
号召后，湖北众望科工贸有限
公司第一时间响应，积极对接、
筹备捐赠事宜，争取在最短的
时间内完成捐赠。

湖北众望公司

捐赠河南2000箱麻花

从城区出发，沿咸安区宝塔老街
向宝塔村走约6公里，一个以竹子为
廊，碧水为镜，水鸟相伴，“竹子客房”
小院为主打，火龙果、葡萄、猕猴桃、
柑橘等多种水果环绕，玫瑰花、荷花
芳香四溢的原生态宝丰农庄跃然眼
前。

“哇！葡萄好甜，茎叶好绿，画面
好赞！”7月 22日上午，宝丰农庄大
棚，来自温泉的靳女士与朋友一起高
兴地摘一粒葡萄放进嘴里，连声赞
叹。并拿出手机，对着葡萄一顿狂拍
后发朋友圈。

一分钟后，有网友跟帖：“葡萄隔
屏闻香，都流口水了！”微信里则传来

“好友”的语音：“垂涎三尺，请发定位
来。”“叮，定位发送，并配以向阳湖镇
宝塔村宝丰农业采搞园字样。”小靳
操作快速。

另一旁，工作人员邓雄正挥汗拿
着剪子帮游客剪下成熟的葡萄，并介
绍这是去年新栽的葡萄品种，名叫

“茉莉香”，入嘴有一股淡淡的茉莉
香。

“茉莉香葡萄20元/斤,西瓜、香
瓜、莲蓬采摘2元/斤，再过两个月猕

猴桃也快熟了，还有垂钓、烧烤、餐
饮、住宿等服务。”34岁的新型农民、
宝丰农业负责人邓千军介绍。

自2014年以来，邓千军回乡创业
已达7年，摸爬滚打中得出经验教训：
农业采摘园的种植不能单一，要尽量
增加种植品种，均摊风险，提高收益，
还要走农旅融合发展的路子。

邓千军介绍，宝丰农庄不断调整
种植品种，搭配有机蔬果采摘，完善
四季采摘园的服务项目，先后建起十
几个蔬菜、水果基地，其中仅葡萄品
种就有5个，采摘期可从7月一直延

续到来年的1月。接待游客主要来自
武汉、咸宁周边等地，最多时一年接
待游客达十几万人次。

“将不断融入湖鲜特色、向阳湖
名人文化和宝塔文化，提升整体档
次，将千亩农庄打造成一个生态、有
机、无污染的农旅融合经济园。”邓千
军说。

瓜果飘香采摘地，农旅融合排头
兵。宝丰农庄，这个获评“湖北省休
闲农庄示范点”的生态农庄，正在邓
千军的带领下，向一个高质量发展的
田园综合体迈进。

农旅融合瓜果香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胡剑芳

近年来，赤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老百姓出
行不断迭代升级。“出门硬化路、抬脚
上客车”已成现实。

赤壁交投集团负责人介绍，该集
团自2019年组建以来，聚力创建学习
创新型、责任担当型、务实高效型、廉
洁阳光型、和谐幸福型“五型企业”，打
造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品牌，在不断
增进民生福祉中履行国企担当。

增进民生福祉

“路宽敞又平坦，沿途村庄整洁漂
亮，看风景的心情也跟着变得更好。”7
月25日，通山游客乐先生自驾随羊线
后感慨道。

当天，乐先生从107国道至官塘驿
镇后转随羊线，到达“牧云亭”观景台，
欣赏芳世湾大桥和陆水湖两岸风光。
乐先生感叹：“移步是景，移步换景”。

游客乐先生的感官变化是赤壁交
投集团创新建设理念，持续改善交通
设施，推动乡村巨变的生动缩影。

随羊线通车，沿途村民受益最大。
“路修好了，我们出行更便利，致

富的门路也变多了。”陆水湖街道办事

处玄素洞村17组村民任立义告诉记
者，之前不足4米宽的水泥路险象环
生，如今7米宽的路面全部刷黑，大大
方便了当地楠竹和树木运输。

“以前村里的孩子去镇里上学，因
为交通不便，只好到镇区租房住；如今
校车到村民家门口接送，村民就医也
更方便。”

“山里的资源也被盘活了，可以多
种途径变现。”“路修好后，每到春天来
我们这边赏樱花的游客一拨又一拨，
村里的农副产品也更好销了。”采访
中，官塘驿镇村民这样说。

赤壁交投集团自组建至今，共修
建改造国省道、农村公路42条，约340
公里，受到区域内居民一致好评。

创新建设理念

咸宁南高北低，高山、丘陵、盆地
交错，沟壑、河流、湖泊密布，多样型地
貌天然组合成奇特的一块宝地。面对
大自然九曲回肠的地域阻隔，如何修
好每一条公路，都是横在赤壁交投集
团面前的一项挑战。

集团负责人介绍，施工方以“安全
畅通、贴近自然、打造风景、带动经济”

为原则进行施工。
S361红旗桥至羊楼洞段改扩建公

路，施工方以植草为主全线绿化，让视
觉上感觉更宽、更通透，弯道上不影响
通视；施工方对随羊公路沿线所有路
口及百姓门口进行改造，实现“一村一
景，村村不同”……

一条条漂亮的“风景路”“产业路”
修建通车，离不开背后每一位赤壁交
投人的默默付出。

赤壁交投集团自组建以来，按照
“建好一条路，打造一道靓丽风景！建
好一条路，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创新
性建设理念，集团将域内公路按计划建
设成“风景路”“产业路”，在推进农村及
周边本土化建设，便捷村民出行的前提
下，改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产生更
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树立党建品牌

赤壁交投集团作为新组建的国有
企业，忠实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廉政护航作用，打
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凝聚拳头力量。

疫情防控与防汛期间，赤壁交投

集团开展“党旗在飘扬、党员在冲锋”行
动，组建了一支支党员“突击队”，设立11
个党员责任区，日夜奋战在疫情一线。

原交通小区院内附属居民楼污水
管道，进行拆违和场地改造；新联运小
区铁西巷污水管道，进行沉井改造；西
湖老法庭小区污水管道堵塞，集团迅速
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改造……去年，赤壁
交投集团动员党员干部下沉金鸡山社
区，党员干部落实“双报到”“双报告”
120余人。今年，该集团结合党员干部
下沉社区参与基层治理工作，树立党建
品牌，助力社区解决居民实际困难。

一项一项党建活动，不断锤炼着
赤壁交投人的意志和前进动力。

赤壁交投集团不断推进各项机构
改革，实现资产、人员有效整合；帮扶
蓼坪村和赵李桥村2个村、村企共建4
个村、下沉1个社区3个网格（13个小
区）。

赤壁交投集团负责人表示，面对
新形势、新挑战，交投集团将聚力变
革，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将党史学
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进企业发展的
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业绩献礼咸宁经
济发展。

修出一路风景 带动一方发展
——赤壁交投集团高质量发展纪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周敏

蓝莓基地
管理忙

7月16日，嘉鱼县高铁岭镇九龙
村湖北蓝之美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的400亩蓝莓基地，村民冒高温为
新栽种蓝莓苗浇水。

该项目由湖北蓝之美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占地1000 亩，建
设标准化蓝莓种植示范园。
雷平 徐敏 范艳山 摄（影像咸宁）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特约记者
徐大发报道：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7月14日，通山县南林
桥镇石门村太空莲基地，荷花争相开
放，荷叶接连成片。

“景色太美了，走在栈道上很舒
服。”咸安游客余燕漫步于池塘间游
步道上，不时驻足拍照。余燕是一名
护士，听闻此处荷花已盛开，特地从
咸安过来游玩。

太空莲基地占地面积400余亩，
2017年，在市委办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下，发展为石门特色产业之一，每至
荷花盛开季，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石门荷花并非“一枝独秀”，该
村村投公司与武汉植物园合作建设

的莲花繁育基地上，无数荷花争芳
斗艳，众多游客穿行其中，赏心悦
目。

“荷花对石门村旅游发展帮助极
大。”村支书夏新华说，荷花盛开季，
日游客最高可突破1000人次，助推了
石门村的发展。

去年，石门村接待游客近10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0万元。

荷花仅是通山活用“花经济”的
一个案例。野樱花、杜鹃花、百合花
等同样吸睛无数。

黄沙铺镇大幕山海拔965米，山
上10余平方公里的杂木林中分布着
近万株野樱花。每至花期，白色的、
粉红的、紫色的野樱花漫山遍野，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
今年 3 月樱花盛开时，更是引

来新华网、长江网等众多媒体争相
报道，人气暴涨，当地群众获益增
收。

“充分挖掘利用鲜花资源，促进
通山旅游发展。”县文旅局相关负责
人说，立足生态环境优势，全力做活
通山“花经济”。

该县充分收集整理域内野樱花、
杜鹃花、菊花、马蓼花、芦苇花等鲜花
资源，按月按季度发布鲜花旅游线
路，并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全力提升
鲜花旅游名气，带动农家乐、农产品
等发展。

通羊镇茅田村有个百亩百合花

基地，由当地村民徐早兴投资建设。
基地不仅通过售卖百合种球盈利，带
动20名农户就业增收，还兴起赏花
游。今年5月底，百合花盛开，每日游
客300余人。基地旁村民吴丰送开起
了农家乐，生意好时一天可赚1000余
元。

厦铺镇冷水坪野樱花为当地带
去诸多游客，村民借此增收。从2016
年至今，该村户均增收 14000 元以
上。大路乡王明璠花海已成通山“后
花园”，当地村民因此获益……通山

“花经济”已遍地盛开。
据了解，通山每年赏花乡村游接

待游客200万人次左右，旅游经济效
益可达2.5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李维康报
道：灾难无情，企业有爱。7月
28日上午，嘉鱼县企业家协会
组织20万元专项捐款汇往河南
省慈善总会，专项用于卫辉市
抗洪救灾。

近日，河南遭遇极端强降
雨天气，多地发生水灾，灾区的
状况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嘉鱼县企
业家协会积极行动，组织11家
企业捐款20万元，帮助灾区早
日度过难关。

嘉鱼企业家协会会长周志专
说：“众志成城，定能共克难关。作
为嘉鱼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我们
企业家应该勇担社会责任，为
河南救灾尽一份绵薄之力。”

嘉鱼县企业家协会

专项捐款20万元驰援河南

兴起赏花游 做活“花经济”

通山一朵花开出2.5亿元大产业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7
月29日，记者从全市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专题宣讲动员暨培训会上
获悉，我市将于8月上旬开始，集
中一段时间进行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宣讲。
这次宣讲将紧紧围绕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准确、深入宣讲讲话
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丰富
内涵，宣讲讲话提出的一系列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
把学党史和悟思想贯通起来，
深入宣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
验和实践启示，宣讲我们党领
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
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性意义，宣讲伟大建党精
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宣
讲在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的根本要求和使命任务，
宣讲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
伟大号召，激励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结
合咸宁实际，深入学讲话、奋力
开新局，为建设特色产业增长
极、转型发展示范区、自然生态
公园城市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据悉，市县两级党委宣讲
团将举办示范宣讲，青年宣讲团
面向青少年宣讲，多样化宣讲队
（团）开展分层分类常态化宣讲，
广泛开展百姓宣讲，加强宣讲骨
干培训。

全市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宣讲将于8月上旬启动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
讯员邓丹报道：29日，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石玉华带领执法检
查组，就我市贯彻实施《咸宁市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例》情况
进行了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赴咸
安区向阳湖镇宝塔村、祝垴村，
汀泗桥镇黄荆塘村、洪口村、汀
泗桥镇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
嘉鱼县渡普镇烟墩村、东湖村，
潘家湾镇肖家洲村、四邑村，通
过随机抽查、现场询问、听取基
层干部群众意见、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详细了解各地生活垃
圾治理情况。

执法检查组要求，要深化思
想认识，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工作的行动自觉，坚持问题导
向、效果导向，通过系列宣传、教
育、培训，逐步完善配套制度和
政策措施，推动解决我市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中的各种难题，确保
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见效。

执法检查组强调，在贯彻实
施中，要重点把握《条例》确立
的重大原则及相关规定的落实
情况，以及法定职责和法律责
任落实情况，一方面用好推动
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的重要手
段，另一方面探索提高人大监督
刚性和实效的重要途径，抓紧查
问题补短板，迅速进行整改，不
折不扣地做好贯彻实施工作，推
进我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走上
法制化、长效化道路。

就《咸宁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例》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