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6日清晨，记者走进咸安区
官埠桥镇雨坛垴村时，该村3组65岁
的胡隆怀老人正在田间查看水稻长
势。

他的身后，百亩绿油油的稻田，
一眼望不到边。一阵微风拂过，稻田
犹如碧绿的绸缎荡起了微微波纹，在
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形成了一幅美丽
的田园画卷。

抛荒地变成了“聚宝盆”

“这里以前是一片没人种的烂泥
地，如今竟也成了香饽饽！”胡隆怀感
慨。

雨坛垴村北临斧头湖，东靠泉水
湖，西与向阳湖八字口大堤接壤，是
淦河出斧头湖之要津。

“因属岗地及山丘湖汊相结合地
形，有雨洼涝，无雨滩旱，再加上田间
没路、没通水电，种田望天收，农业发
展十分困难。”胡隆怀说。后来，随着
渔业和打工大潮的兴起，村里人更是

“弃农”而去，导致全村荒山荒地达4
万多亩。

2019年，在官埠桥镇党委政府的

招商引资下，该村在外创业人士陈艳
焰选择回乡，成立咸宁市家馨农业专
业合作社，将70余户农户的1000多
亩荒废土地进行流转，并向上争取相
关惠农政策，对土地进行整体整治改
造，打造农业示范基地。

经过两年多的辛苦打拼，如今，
这里300多亩高标准农田已经种满了
水稻，下一季又将种满油菜；200多
亩精养渔池里，鱼苗正茁壮成长；
100多亩果园里，栽满了蜂糖李、广西
果冻橙、沃柑、樱桃、赣南脐橙等特色
精品水果；此外，还有香莲基地、龙虾
基地……

从“会种地”走向“慧”种地

全机械化耕种、无人机飞防、高
效节能喷灌、水肥一体蓄水池……

从“抛荒田”到“一田多收”，从
“望天收”到旱涝保收，从“锄禾日当
午”到农机满地走，这里处处透着高
科技的气息。

“要把地种好，出好粮食；也要把
地经营好，出高效益。”记者见到陈艳
焰时，他正在陪一波从城区来的游客

认购土地。
“游客们每年只需在这花上两

三百块钱，就能认购一小块属于自
己的土地，种上想种的果蔬或粮食，
然后通过手机可以‘云监控’地里的
长势……”陈艳焰介绍，如果平日里
游客们没时间来基地打理，只需一个
电话，这里还会有专人帮忙锄草、施
肥等。

“你看，那边21亩地，已全被认购
出去了！”顺着陈艳焰的手所指的方
向，记者看到，那一片绿油油的地里，
种满了花生和黄豆，几位头戴草帽的
小朋友，在家长的带领下，正兴高采
烈地挖着花生。

“自从在这里认购了一块地以
后，带孩子来这里劳作已经成了我们
的一种家庭乐趣，孩子不仅在这里了
解了农作物的生长过程，还懂得了生
活来之不易！”游客陈先生说。

让土特产变抢手货

“我们的大米不愁销!”当记者问
起大米的销售时，陈艳焰底气十足。

去年，我市8家消费扶贫购物平

台之一的“咸宁e购”上线，该基地产
出的大米经精深加工后，因质优、味
美，被该平台悉数“纳入囊中”，深受
消费者喜爱。

如今，他们已与该平台签订协
议，基地上产出的干刀鱼、红薯粉、土
鸡蛋、土鸡等30多个品种的农副产
品，已全部在线上进行销售。

“村民们看到了发展的希望，就
选择回家来务工，既不愁没工作，也
方便照顾家庭。”4组村民周传冲说。
他之前在赤壁一家工地负责技术管
理，去年回来负责基地的管理，每个
月至少有4000元的收入。

如今，基地上像周传冲这样在家
门口务工的，有五六十人。

“除了认购土地，游客来了还能
采摘、垂钓、露营。下一步，我们将联
合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将雨坛垴村
打造成一个研学、实习基地。”陈艳焰
信心满满 。

走进乡村看小康

加工增值 旅游升值

雨坛垴村人从会种地到“慧”种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讯员王
文辉、吴程报道：挖石头、运表土，园
内钩机、斗车来回作业，机声隆隆。
日前，通城县塘湖镇乡村振兴产业孵
化园的建设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

“这个项目投资约1200万元，建
设用地11492㎡，工人们正抢抓工期，
预计9月竣工投用，争取在年底实现创
收。”塘湖镇龙印村党总支书记、“村投
公司”负责人金亚平介绍，孵化园内正
在建设的有6个厂房，投入使用后将辐
射带动周边18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去年6月，通城县塘湖镇龙印村
成立全县首家“村投公司”——通城
县隆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该
公司积极整合镇村闲置资产资源，一
体化推进产业发展，在组织经营、生
产环节、管理手段方面探索实践“公
司化”运作，形成“三会四权”“五人股
东会”等现代企业管理机制。承接
150亩土方工程项目，顺利完成安置
点挡土墙项目，半年促成了河道清
理、病虫害防治、劳务输出、水利设施

维护管理等多项业务，创收50万元。
同时，该公司纵向激活了村党组

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三
驾马车”新的动力，村级党组织发挥
引领作用，村两委顺利回归职能定
位，村民委员会自治自理持续强化，
更激活了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去年10月，该公司通过社会融资
方式征收土地150亩建设产业园。全
村现有9个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7
个扶贫微工厂，带动周边65户脱贫户
120人就业。

“每天早上送完孩子就来手套厂
上班，从早上7点半干到晚上6点，每
月能拿到3000多元。”龙印村脱贫户
金阳说，自从来“扶贫微工厂”上班，
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

“市场的事交给市场，村民的事
村民议村民干。”塘湖镇党委副书记
王琛说，下一阶段将强化党建引领，
以企业经营模式，推动乡村治理“三
驾马车”协同发力，让农业有奔头、农
民有增收，加快乡村振兴。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大发、孔帆
升、通讯员谭崇飞报道：8月26日，通
山县慈口乡山口村富水鱼趣乐园经
过疫情防控封园后再次开园营业，游
客闻讯后纷至沓来，这里再现一派热
闹欢快的情景。

据介绍，富水鱼趣乐园投资
3000万元，是湖北中林富水湖发展
有限公司的子项目，其娱乐项目有

“鱼跃富水”“童梦戏水”“群鱼围仙”
“徒手抓鱼”“富水鱼王”等，今年6月
1日开始试营业，两个多月来，销售门
票1.3万张，收入10万多元，每天游
客达200多人次。这个乐园吸收本
地村民 31 人就业，月工资 3000 至
3600元，带动了2个农家乐和1家民
宿，还有不少卖水果、土特产的商贩
来此叫卖。

此外，慈口乡还与湖北中林富
水湖发展有限公司协作打造“三个
半岛”工程项目。即在该乡山口
村、老屋村、西陇村、石印村发展文
旅农旅项目。一个半岛做停车场、

游客中心、旅游码头、湿地科普馆；
中间半岛建渔文化商业街，做连接
白岩山的索道；另一个半岛建青少
年研学营地。三个半岛项目拟投
资5亿元，白岩山上项目拟投资10
亿元。

目前，“三个半岛”在4个村共征
地474.38亩，已完成征地90%以上。
这个项目将在三年内建成营运。

慈口乡党委书记金辉向记者描
述，该乡中部环湖旅游观光区依托富
水湖良好的水质风光以及岛屿奇观，
沿幕阜山旅游公路和南岸公路将杨
梅基地、药材基地、岛屿等旅游景点
和村庄串联起来，形成以岛屿观光为
核心、副景点为延伸、美丽乡村为配
套，“点-线-面”环状发展的旅游体
系。

同时，通过规划结合白岩村打造
云中湖高山避暑养生基地，结合高山
发展休闲养生基地及特色种养殖基
地，形成农旅互促的南部生态农林发
展区。

通城龙印村“村投公司”

让农民增收有奔头
通山慈口乡“山水项目”

岛屿观光农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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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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8日处副高边缘，晴到多云，局部午后有阵雨；29日，副高控制，晴天到多云。27日：晴天到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1～2级，23～28℃；28日：晴天到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1～2级，24～32℃；29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1～2级，25～35℃。

咸宁市妇联主办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祝丹娜、通讯员吴文
芳报道：8月25 日，市妇联一行来到通
山县杨芳派出所，与民警一道前往受害
者家中进行家暴回访。

今年2月，杨芳县派出所接到了一起
家暴警情，民警迅速到达受害者家中，向被
家暴的陈某（女）了解情况，确认家暴事实
后，民警约谈了其丈夫金某并发出《家庭暴
力告诫书》。同时，联合县妇联密切关注
此家庭动向，防止暴力事件再次发生。

“感谢妇联和民警同志对我这个弱女子
的关心！”在回访过程中，陈某连声道谢。

据介绍，自去年实施反家庭暴力多

部门联动机制以来，通山县公安部门共
开具《家暴告诫书》6例，有效震慑了家
庭暴力加害人，保障了家庭暴力受害者
的权益。

《湖北省反家庭暴力条例》自2019
年6月1日起实施以来，市妇联积极对
接市、县公安局等政法部门，统一思想、
明确定位，做到妇联、公安、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司法、民政等部门信息

共享，推动责任单位共同履行，一方面
搭建由市妇联、基层民警、社会工作服
务者、村（社区）妇联干部等特定人员组
成的反家暴小组，发动社会力量的参
与；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反家暴日、“三
八”维权周、110 宣传日等特殊节点，通
过平安家庭创建，开展广泛的宣传活
动，提高全市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遭遇
家暴后的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

约谈 告诫 回访

市妇联携手公安落实反家暴闭环

坐诊进小区
8月20日，咸安区浮山街道办事处

金桂社区御龙花园小区，社区邀请咸
安区中医院医生前来坐诊。

医生为因身体原因不能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的居民办理接种禁忌症证
明，对不清楚能否接种疫苗的居民进
行咨询解答，经咨询后对可以接种的
居民建议尽快接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本报讯 记者王苒宇报道：
8月24日，记者从咸宁城发停车
场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获悉，
我市智慧停车系统全面升级，24
日起至本月底暂停服务,9月1日
起，智慧停车全新系统启用。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咸
宁智慧停车二期项目对城区16
条道路泊位进行智慧化改造，
新增1500多个停车泊位。

项目采用高位视频、低位
视频桩和智能巡检车设备，全
天候、多维度捕捉、记录车辆进
出动态，有效降低停车信息录
入的人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对“咸宁停车”APP、
“咸宁智慧停车”微信/支付宝小
程序进行数据整合和升级改
造。新增车主信息验证程序和
无感支付等功能，有效保护车
主的隐私信息，验证车辆信息
后可查看车辆的停车记录和照
片，支持在线申请电子发票以
及办理停车场包月服务，提高
车主的停车体验。

该系统升级期间，咸宁智
慧停车一期9条道路临时停车
泊位停止收费，巡管员将配合
系统升级做测试取证，取证记
录不会产生停车费用。

我市智慧停车系统全面升级

本报讯 记者吴青朋、通讯
员杜珊报道：2021年全国社会工
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已于18
日结束，今年我市报名人数
2049人，审核通过并完成缴费
人数 1817 人，其中初级 1517
人，中级299人，高级1人。缴
费人数相比去年增加413人，增
幅达29％，再创历史新高。

我市社会工作者报考人数
出现增长，得益于市政府及多
部门对社会工作的重视和支
持。8月4日，市民政局印发了
《关于做好2021年度全国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

知》，鼓励市直各相关部门特别
是卫健、教育、司法、公安、工
会、团委、妇联、残联等部门符
合条件的在职人员，以及有志
于从事社会工作的其他部门在
职人员积极报考。市民政局还
向全市各社会组织发出倡议，
鼓励有关社会组织中符合条件
的人员报考社工考试。同时，
要求全市各社工机构工作人员
全员报名参加考试。

今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
水平考试报名时间是8月5日
至 18日，考试时间是10月 16
日至17日。

我市社会工作者报考人数创新高

审核通过1817人

本报讯 记者陈志茹、特
约记者胡剑芳、通讯员吴剑报
道：8月25日，记者从咸安区政
府获悉，从今年起，该区将用两
年时间打造淦河两岸。在淦河
两岸建乡村旅馆1390间、做好
180桌农家饭、研发18道咸安
特色菜，形成农旅、商旅、文旅
结合和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
乡村产业发展格局。

咸安区桂花镇作为咸宁淦
河的发源地，“中国桂花之乡”
的核心地带，如何在保护母亲
河的同时，在产业发展上寻找
自己的特色，成为该镇乡村振

兴的一大课题。
该镇的明星村位于淦河边

上，当下路边的排水沟正在升
级改造，风雨亭已经建好，小游
园里栽种了桂花、红叶石楠等
各种绿植。

在淦河两岸文旅建设中，
桂花镇明星村将成立民宿合作
社，提供“合作社投资”、“合作
社＋农户投资”、短期合作 3 种
合作模式，打造淦河明星乡村
振兴示范点。中秋节前后，桂
花盛开，桂花镇即将推出桂花
八大碗，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
感受，还可以带来味觉的盛宴。

咸安发展淦河两岸文旅产业
将建旅馆1390间 研发18道咸安特色菜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
讯员杜旭兵报道：“公司食堂每
日采购的农产品较多，但是有
一些农户手中没有发票，这种
情况如何做税务处理比较好 ？”
8月11日，在通城县税企党史
学习教育联学活动上，平安电
工企业财务人员向税务干部提
问 。

为拓展税企共建路径，通
城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党支
部与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
司党委联合开展了税企党史学
习教育联学活动。

活动现场，结合“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税政一股负责人为

企业讲解了最近的财产和行为
税合并申报政策，税务干部与
企业职工深入交流，围绕税收
热点、纳税流程等税务知识，积
极为纳税人缴费人解疑释惑、
回应关切，进一步增进了彼此
互信、融洽了税企关系。

“如今，税务部门的服务越
来越便民，最新的税收政策出
来后，税务人员总是第一时间
通过微信、QQ等渠道，主动向
我们推送。我们由衷感到，税
收红利就是企业发展的真金白
银！”湖北平安电工科技股份公
司财务负责人刘黎爽点赞税务
服务。

通城税务依托党史学习教育

搭建税企“连心桥”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
员王小军报道：8月20日，新学
期开学在即，赤壁市儿童福利
院34名儿童收到爱心企业捐赠
的礼物后喜出望外、手舞足蹈。

原来，当了解到福利院儿
童急需一批生活与学习用品，
位于赤壁高新区的爱心企业威
乐士医疗卫生用品（湖北）有限
公司立即与赤壁市红十字会联
系并达成捐赠意向，并集中向
福利院捐赠一批衣服、学习用
品、食用油、大米等物资，帮助
孩子们圆了微心愿。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同样
的温暖仍在继续。在全市人民

团结一心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作为赤壁市及咸宁市防疫
物资重点储备企业，威乐士医
疗又于8月23日向坚守在抗疫
最前线的民警送上一批防暑降
温物资。

赤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廖春华介绍，自7月以来，思贝
林、兴肇新材料、高正新材料、
凯利隆等园区企业立足“一盘
棋”思想，一方面做好疫情防
控，确保安全有序生产；另一方
面踊跃为河南灾区、赤壁抗疫
一线及困难群众捐款捐物，合
计价值5000多万元，以实际行
动彰显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

赤壁高新区企业同心抗疫

捐款捐物超5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