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里风景道
锦绣公园城

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巍巍幕阜以
北的咸宁，泉温洞奇、茶香竹翠，古韵
悠长，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风貌，塑
造了咸宁这座公园城市的颜值与特
质。

2020 年，咸宁风景道启动建设。
一年来，交通运输部门发挥主力军作
用，高标准、全方位推进项目建设。
已建成步行骑行综合道、骑行道63.6
公里、自驾游道449.077公里，公路驿
站26个，景观节点37个，风景道LO-
GO 标识 345.9 公里。沿线串联了星
星竹海、九宫山、隐水洞、三国赤壁古
战场等 40 个 A 级景区景点。“行径风
景道，游遍咸宁城”正在成为近在咫
尺的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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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全省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推进会在通城召开，咸宁村庄规划工作
受到省自然资源厅肯定，得到兄弟市州
点赞。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村庄规划工作，制
定“时间表”“路线图”，分三年推进村庄
规划全域覆盖，为乡村振兴扣紧“第一
粒扣子”。

截至目前，全市862个村庄中（城
镇开发边界外），已完成575个村庄的
规划编制任务，预计年底可实现全市村
庄规划全覆盖。

在实操手册的引导下，散布于鄂南
大地的乡村，既流淌着美丽乡愁，又能
邂逅“诗和远方”，全市82个村纳入省
2019、2020年度的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

扣紧“第一粒扣子”，推动高质量发展

古色古香的萝卜乡学院，推窗见景
的萝卜酒店，黛瓦白墙的民居民宿，飞

檐翘角的萝卜博物馆……走进咸安区
高桥镇白水畈村，每一个唯美角度都在
昭示，这里是一片休闲旅游的热土。

长年在外打工的刘锦霞三姐弟，回
乡办起农家乐，最多一天接待58桌游
客，收入可观：“从温泉回乡做农家乐，
这条路是选对了。”

在这里，田边路旁，房前屋后，苗木
成行，鸟语花香，但田埂上杂草没除，不
同组村民之间串门，有野草露水打湿
鞋，沾上泥；村舍民居没有重建大建，但
家家风格迥异、功能迥异。

游客感慨：白天下地体验农活，夜
宿农家听取蛙声一片，真正享受“结庐
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田园悠然生活。

高桥镇党委书记朱敬民介绍，如今
不仅萝卜从0.8元/千克涨到4元/千克，

还吸引鄂旅投投资30亿元打造“131军
旅小镇+白水畈田园综合体”。

从一根“伤不起”的小萝卜到繁荣
的田园综合体，白水畈村的蜕变，和我
市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的规划编制
分不开。

翻开《白水畈田园综合体总体规
划》，项目认知、规划区概况、开发定位、
规划设计等内容一应俱全，详实清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光介绍，咸宁的村庄规划编制以乡
村振兴战略为指引，遵循“先规划后建
设、无规划不审批”原则，实现产业基地

“立”起来、服务设施“好”起来、农业发
展“旺”起来，农民增收“富”起、村庄

“活”起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头戏在农

村。2019年，我市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针
对农村房子空心化、空间秩序较乱等实际
问题，在全省率先启动“多规合一”实用性
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全面摸清家底的前提下，将全市
862个村庄划分为城郊融合类、聚集提
升类、特色保护类、拆并搬迁类、其他类
五个类别。在规划编制中，注重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合理安排宅基地、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农村市政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等，不断引导提升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空间”价值，为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
供规划依据。

在具体实施中，既注重刚性约束，
明确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历史文物保
护、地灾防治、城乡防洪等底线要求，又
注重弹性引导，采取“点状供地”“只征
不转、不征不转”等灵活政策引导，实现
村庄建设“指标有保障、空间可进入、项
目能落地”。 （下转第六版）

筑梦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市以村庄规划引领乡村振兴纪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东宁 张敏 通讯员 胡放明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讯员胡明、潘
琦报道：8月27日，在通城县五里镇汉上村
紫薯粉条微工厂内，数十名村民干得热火朝
天。

“多亏了政府的好政策，返乡创业既成
就了自己的创业梦，也造福了家乡。”李海兵
说。

去年11月，通城县五里镇汉上村党支部
牵头成立湖北翔云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该村党员李海兵看到家乡的发展机遇，毅然
放弃在外高薪工作，入驻了这家“微工厂”。

通过流转村集体土地，李海兵带领村民
种植紫薯，采用通城延续下来的传统制粉工
艺，把紫薯磨成粉制成粉条。目前，种植面
积扩大到1000亩，产值达到1000万元，有
效带动300余户增收。

能人返乡，企业兴乡。眼下，乡村微工
厂在通城各乡镇遍地开花，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能。

通城地处湘鄂赣交界处，因交通不便，
资源不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10多万通
城儿女走出家门打工创业，是名副其实的

“打工大县”。为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该
县大力实施“回归工程”，激励在外务工经商
人员报效桑梓。

建设乡村“微工厂”，既是“回归工程”的
延伸拓展，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抓手。截至
目前，该县采取“村建、企用、乡管、县补”的
模式，整合资金2.2053亿元，建成“微工厂”
94家，分布在11个乡镇 72个村，共带动
832名劳动力就业，人均年增收1.5万元以
上，每个“微工厂”给村级集体带来资产性收
益3万元以上。

“一个月3000元，赚钱陪娃两不误。”关
刀镇关刀村的脱贫户刘四来享受到了微工
厂带来的实惠，笑得更甜。

从前，关刀村无集体资产，无法提供生
产厂房。2019年来，该村通过关刀镇党委
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引进通城蓝极星广告有
限公司。该公司从事广告灯饰制作，带动贫
困户就业32人，村级集体年增收3.1万元，
贫困户年增收2.8万元。

在“微工厂”的带动下，全县扶贫产业形
成了全链条发展态势，发展壮大了油茶、茶
叶、中药材、果蔬、光伏扶贫等8大特色主导
产业，建成产业基地713个，培育农村新型
经营主体1271家。全县共培育特色产业示
范村45个，其中国家级示范村2个、市级示
范村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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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全面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连续三年实现零透支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特

约记者徐大发、通讯员喻雪金
报道：“连续三年，县医保基金
未透支亏损一分钱。”8月 25
日，通山县政务服务中心内，县
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阮维山说。

过去，群众就医过程中存
在着不合理收费、不合理检查、
不合理用药、不合理诊断等问
题，既使得群众医疗负担过重，
也导致医保基金使用过度。

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看病
钱”“救命钱”用在切实所需之
处，通山医疗保障局成立医疗
保障基金委员会，全面加强医
保基金使用监管力度，并就违
规问题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约

谈，要求限期整改。
该县不仅加强日常监督，还

将每年4月定为医保基金监管
月，对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开
展地毯式、拉网式检查。上半
年，全县乡镇医院共清退报销医
保金18.6796万元；县人民医院
与去年同期比，报销基金总额每
月下降了200多万元。

此外，通山还采用医保宣
传屏、宣传栏等加强宣传，让百
姓了解医保政策信息，并与医
生、护士签订了医保承诺书。

今年元月，通山更是作为
县级唯一代表在全省作医保金
经办监管典型发言，阳新县、英
山县等相继前来学习。

本报讯 记者周萱、通讯
员向红梅报道：8月30日，市
民政局印发《关于开展咸宁市
金融助老工程的通知》，将投入
65万元，支持13家城乡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零售专
柜，增强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运营能力。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是金融助老专项行动的
项目之一。通过建设零售专柜
的方式，可缓解一部分城乡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资金不足
的困难，激活中心的“自我造
血”功能；同时，依托零售专柜，
逐步推动建立中心养老服务

“时间银行”，以志愿服务换取
积分，兑换商品或养老服务，探

索互助养老；除售卖生活用品
外，零售专柜还可以销售老年
用品、当地农产品等，丰富服务
内涵，助农增收。

即日起至9月15日，有意
申报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可向当地民政局进行申报。

申报名额市本级1个，其
他县（市、区）各2个，每个零售
专柜补助5万元。申报要求：
一是已建成的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且有专职人员运营，并
运营顺畅；二是已自主配建了
零售专柜且经营良好，或计划
配建、有经营场地且制定了方
案；三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区位优越，便于辖区老人采
购。

我市增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能力

一个零售专柜补助5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陈醇报道：“我包
了个小工程，现在急需贷款15万元买
材料，这两天就要付款。”8月20日，咸
安区浮山村砖茶厂，驻村金融村干部、
咸宁农商行浮山支行行长郑路与茶农
们拉着家常，50多岁的村民夏嫂赶来求
助。

“别急，您是村里的授信户，贷款很
容易。打开手机，点开农信APP，我来

教您操作……”说话间，村民都围了上
来。不到5分钟，只听“滴”的一声，夏
嫂一拍手，惊讶地说：“哎哟，真的到
了！”郑路笑了：“这就是‘田头搭白、云
上算数’。”

这是咸宁农商行线上发放的又一
笔微贷。截至目前，今年该行已累计
发放微贷 36.45 亿元，惠及 3.88 万农
户。

“小微客户融资短、频、快、急，我们
一定要做足前期功夫，确保微贷行稳致
远，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该行党委
书记、董事长陈继华介绍，微贷平均利
率4.55%，线上线下都可放款，具有门
槛低、放款快、阳光操作三大特点。“几
亩水塘，三间瓦房，身体健康，诚实守
信”即可授信；三分钟申请，一分钟放
贷，零人工介入；贷多贷少系统说了算，

利率高低数据说了算。
咸宁农商行派驻金融村干部115

名，常驻225个行政村，强力推进“整村
授信”，全面对接农村经营主体、农户、
小商贩；并制定“806030”授信方案，即
用户建档率80%，“整村授信”率60%，
用信率30%。目前，建档农户超20万
家，预授信超50亿元，为基层客户经理
提供了海量数据。

田头搭白 云上算数

咸宁农商行36亿微贷惠及3.88万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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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举行

习近平发表视频致辞
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举行

习近平致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