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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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三天受副高控制，天气晴好，气温较高。24日：晴天到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1～2级，23～35℃；25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1～2级，23～36℃；26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1～2级，23～36℃。今日相对湿度：50～90％。

“今年五一期间，我家房子还未装
修好，就有客人预约着来入住了！”9月6
日，咸安区桂花镇明星村13组，31岁的
村民朱勇林谈起今年村里的变化时说。

他家是一栋带院子的3层楼房，工
人们正在加紧施工，将其改造成民宿。
记者沿着屋子转一圈，只见房前一条新
修的旅游公路蜿蜒伸向远方，屋后几十
亩绿油油的稻子随风起舞，村湾显得无
比清幽宁静。

今年，咸安区大力实施乡村旅游
“万千百”工程，计划用两年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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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淦河边上的桂花镇明星村，迎
来发展新机遇。这里启动了“淦河明
星，自在生活”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重
点构造“生态农业＋美丽乡村＋观光旅
游”三位一体的乡村发展体系，通过激
发群众内生动力，盘活乡村闲置资源，
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型乡村发展模
式。

如今，该村家家户户已铺设污水管
网，微动力污水处理中心开始“上岗”；
蜘蛛网般的电线，全部入了地；原本狭
窄的路，被改成一条漂亮的风景道；路
边坡地上，一道为防止滑坡的鹅卵石挡
土墙如五线谱般在路边流畅伸展；2个
污水塘分别改造为花池及停车场；废弃
的垃圾池，被清理后栽上了桂花树、草

皮、花籽；还通过赞助、自筹及政府补贴
相结合的方式，以桂花金黄色为主基
调，对房屋进行立面改造……

5月初，该村还成立了农业专业合
作社，位于项目核心区的120余亩田地
已全部加入合作社，农民以土地入股享
受保底金，同时根据股份享受分红。合
作社还流转山林50余亩，并与“北大养
鸡哥”张继良达成合作意向，发展桂花
走地鸡特色养殖业，并与家宴集团签订
收购协议。

曾经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乱
倒、污水乱泼、禽畜乱跑、房屋乱盖 的

“明星村”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
个“见山望水，载满乡愁”的美丽村湾。

看到村子的变化，该村很多人选择
返乡创业，原本在武汉一家餐饮店当大
厨的朱勇林就是其中之一。今年3月，
他回家后，用自家新建闲置的洋楼与村
里签订了开发分红合作协议，办起了特
色农家乐和民宿。

“前不久，我们承接了益光年公益

组织相关赛事活动，接待了从远处来的
45名游客，我家净赚了800多元！今
后，我还能一展厨艺！”对于自家民宿的
未来，朱勇林信心满满。

“如今，全村像朱勇林这样主动拿
闲置民房入股的农户有近20家。”该村
党总支书记熊飞继介绍，为调动村民积
极性，利用好闲置房屋，村里还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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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与2家签订长期合作协
议，与5家签订短期合作协议，确定1
家为民宿样板房。

“如今，身边的人都在忙着晒文化、
晒美食、晒风景，游客来了，不仅能吃农
家菜，赏农家山水，还能体验这里独特
的风土人情！”60岁的村民朱传志告诉
记者，该村以吴姓、朱姓为主，分别为吴
道子、朱熹的后人，儒家文化源远流
长。前不久，村里还成立了村民学校，
定期为村民举办烘焙、家政服务、月嫂
和护工等培训班，村民素质整体提高，
村庄活力迸发。

“中秋节前后，桂花盛开，我们这里
的‘桂花八大碗’，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
感受，还是味觉的盛宴。”朱传志说。

走进乡村看小康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
员王远远报道：9月23日，市委
党校 2021 年秋季主体班开
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
小兵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开班仪式上，徐小兵以《带
头做伟大建党精神的忠实践行
者》为主题，给学员们讲授开班
第一课。

徐小兵指出，要发扬“挤”
和“钻”的精神，如饥似渴地学
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同时注重学习与本职工作
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完
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
善于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指示批示精神中寻找方法办

法。
徐小兵要求，要弘扬理论

联系实际的学风，运用党的科
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
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
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
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
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
事业发展需要。

徐小兵强调，要高扬党校
姓党的旗帜，坚持党校姓党的
原则，不仅是对党校和党校干
部教师职工的要求，也是对党
校学员的要求。要遵守党纪党
规、校纪校规，展现党校学员的
优良作风。市委党校要坚持从
严办学治校，严格教学组织，做
好学员管理，落实防疫要求。

市委党校秋季主体班开班咸安区桂花镇明星村

民房变民宿 村湾成景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特约记者 李星 通讯员 吴剑

抢抓时节保秋播抢抓时节保秋播
9月15日，咸安区桂花镇白沙村油菜基地，村民在翻耕土地准备移栽油菜苗。正值秋播生产季

节，我市各地精心组织，科学规划，掀起秋播生产热潮。据了解 ，全市秋播“两菜”规划面积213.7万
亩，其中油菜141万亩，蔬菜72.7万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冯伟 章咏 摄

硕果飘香引客来硕果飘香引客来
9月14日，通山县医保局驻大畈镇和平村工作组组长喻雪金和组员夏建农，来到和平村水果观光

采摘园和利园了解水果销售情况，并当场帮该园销售100余斤水果。现在正是该园猕猴桃、冬枣等水
果的成熟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徐大发 摄

9月15日，咸安区汀泗桥镇洪口村草莓基地，管理员正在更换大棚上的薄膜，为移栽草莓苗做准
备。据了解，该基地可栽种草莓30余亩，年产值可达70余万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朱华芮 摄

草莓大棚移栽忙草莓大棚移栽忙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讯
员胡远报道：中秋佳节，通城县退
役军人事务管理局、荣军志愿服
务队购买月饼、水果等物资，前往
各乡镇走访看望革命烈士亲属。

据了解，通城县荣军志愿
服务队由爱心企业及各行业社
会爱心人士组成，全队有56名
志愿者。其中，湖北平安电工
科技股份公司每年捐赠10万
元，设立“通城县烈士后代关爱
基金”，为全县军烈属帮扶解困。

走访慰问烈士父母、吃团
圆饭、话英烈事、赏中秋月……
据介绍，每逢建军节、中秋节、
春节等重大节日，志愿服务队

都会走访慰问军烈属，为他们
送去温暖和爱心，而走访慰问
所采购物资、慰问金，均由“通
城县烈士后代关爱基金”支出。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
的烈士葛建长，其81岁的老母
亲罗时秋于去年摔伤骨折住
院。志愿服务队了解这一情况
后，第一时间从烈士后代关爱
基金中解决医疗费7000元。

近年来，通城县荣军志愿
服务队积极为军烈属“送岗位、
送关爱、送尊崇”，常态化开展

“学党史、祭英烈”“替烈士看爹
娘”“一对一结对帮扶烈属”等
关爱行动，传播爱心和正能量。

通城县荣军志愿服务队

中秋慰问军烈属

我市城区3年新增

义务教育学位34090个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余茹报道：9月开学季，我

市有泉都学校、银桂学校、博实乐碧桂园中英文学校3所
新建学校投入使用，有效缓解了城区大班额问题。

至此，我市城区义务教育三年行动（2018-2020年）计
划全面完成，累计完成投资11.9亿元，完成新建学校10
所、改建学校 9所、配套建设学校 1所，累计新增学位
34090个，完成率达120.46%。

我市积极统筹规划义务教育学校，市直教育、自然资
源和规划、住建等部门会同咸安区政府，以城镇化建设规
划、常住人口规模、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中小学建设标准等
为依据，对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进行了专项规划。未来三
年，市城区将改善21所学校办学条件，需新增学校建设用
地553亩。

我市以城区义务教育学校薄弱环节为重点，结合城镇
化战略，按照“实用、够用、安全、节俭”的要求，持续改善影
响正常教学和生活的基本办学条件，切实加强未达标学校
建设。未来三年，我市规划投资10.37亿元，进一步完善教
育配套设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就近入学。

为有序扩大学位供给，我市统筹兼顾城镇化进程和义
务教育发展要求，完善市城区学龄人口动态监测机制，科
学规划学校布局，引导学生合理流动。根据义务教育事业
发展需求和财力状况，优化完善义务教育基本办学条件标
准，新建、改扩建必要的义务教育学校，满足市城区学生入
学需求。

未来三年，市城区将实施“5新建5改建11配套”工
程，计划新增学位21140个。

目前，市第四初级中学、市第三小学、市第十三小学3
个改扩建项目已开工，计划今年12月完工；市第七初级中
学和市第二十二小学正在进行项目选址、规划设计；东外
环“名泉嘉园”片区学校已完成项目选址、签订捐资建校协
议和规划设计。

赤壁办理首笔茶叶仓单质押贷款

“青砖茶银行”放贷5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黄月报道：9月9日，人民

银行赤壁市支行引导涉农金融机构积极探索“青砖茶”仓
储质押融资，通过中征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依托
全省首家青砖茶标准化收藏企业——“洞茶木仓”作为第
三方监管单位，为赤壁羊楼洞果茶股份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500万元，实现全省首笔青砖茶仓单质押贷款成功落地。

赤壁市青砖茶历史悠久，被喻为“可以喝的文物”。今
年3月初，全省首家青砖茶标准化收藏空间——“洞茶木
仓”在赤壁建成并投入使用，可以为全国各地的青砖茶收
藏者提供收藏及买卖交易服务，被藏友和媒体称为“青砖
茶银行”。

“我们到该公司调研发现，赤壁青砖茶具有库存稳定、
价值清晰、流通性强等特点，通过银储合作，发展青砖茶仓
单质押融资是一条适合当地特色的可行之路。”赤壁市农
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仓储公司客户赤壁羊楼洞果
茶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经营较好，目前亟需流动资金周
转，但由于不动产抵押物不足，一时无法获得贷款支持。

在人行赤壁市支行的指导协调下，赤壁市农商行为该
企业量身打造了以青砖茶存货为质押的贷款产品，并指导
企业在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完成了用户注册和青
砖茶存货权利登记。

当天，赤壁市农商行以该公司存放在洞茶木仓的
35140块价值1019.06万元的青砖茶作为质押，并委托赤
壁市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洞茶木仓所有方）作为第三方
监管单位，成功为该企业发放仓单质押贷款500万元，标
志着赤壁市乃至全省首笔茶叶“仓储贷”成功落地。人民
银行赤壁市支行和赤壁市农商行为“洞茶木仓”举行了“青
砖茶存货质押仓”授牌仪式。

此次银行、企业和仓储公司三方的成功合作，盘活了
企业的仓储资源，拓展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实现了咸宁市
动产融资类型新的突破。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报
道：9月16日，由中国邮政集团
有限公司主办的《壬寅年》特种
邮票印刷开机仪式在北京邮票
印制局举行，记者在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咸宁分公司通过电视
电话会议系统收看了直播。

虎年邮票一套两枚，第一
枚邮票名为“国运昌隆”，描绘
了一只气宇轩昂的上山虎形
象，矗立远眺、志存高远，传达
出国家蒸蒸日上、雄心壮志的
含义；第二枚邮票名为“虎蕴吉
祥”，描绘了面容温婉的虎妈妈
带着两只小虎的温馨场景，寓

意儿孙兴旺、家庭美满。
据了解，《壬寅年》特种邮

票是中国生肖邮票第四轮中的
第七套，设计者为我国著名画
家冯大中，其艺术作品中尤以
画虎闻名。《壬寅年》延续了第
四轮生肖邮票的设计理念，诠
释“国”与“家”的概念。

中国邮政咸宁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壬寅年》生肖邮票
使用胶印雕刻联合印刷方式呈
现，形象细节更加丰富细腻，在
印制工艺上兼具防伪性与艺术
性。《壬寅年》特种邮票将于明
年1月5日在我市发售。

虎年生肖邮票开机印刷
明年1月5日上市发售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讯
员敖琼报道：近日，市水利和湖泊
局开展行政执法专业法律知识培
训，以专家讲座、视频观看、干部讲
台等形式，进行“武咸同城”发展涉
水事项解读、新《安全生产法》和
《长江保护法》等内容学习，着力提
升干部素质，打造学习型机关。

“武咸同城”发展涉水政策
专题讲座围绕相关文件解读展
开，全面剖析了当前及今后一
段时期咸宁市抢抓武汉城市圈
同城化发展重大历史机遇的方
针政策，重点讲解“五同五共”
即咸宁与武汉水旱灾害同防共

保、水资源同调共济、水环境水
生态同修共护、河湖长制同治
共管、体制机制同商共创等涉
水项目的规划和职责，引导全
局各科室积极融入武咸同城发
展战略规划、优化营商环境。

市水利和湖泊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开展专题培训交流活
动，旨在引导水利干部跳出水
利谋水利，加强各项法律法规
中新理念新要求的学习,增加
业务工作本领，让水利干部在
干事创业中做到胸中“有思路”
手中“有办法”，更好服务咸宁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市水利和湖泊局

提升干部素质 打造学习型机关

（上接第一版）

守护平安：
社区警务室设在闹市区

9月2日晚8时许，位于黄忠
街的南街社区警务室灯火通明，
门前一辆警车闪烁着红蓝警灯。

走进警务室，社区民警魏
华正在值班。身后的墙上挂着
的两面锦旗显得格外显眼。身
前的档案柜整齐地摆放着治安
检查、治安巡逻、接待群众、暂
住人口、租赁房屋等台账资料。

这时，一位居民走进警务
室。“魏警官，我得麻烦您一件
事！”家住西正街的王爹爹声
称，出门时没带钥匙，不小心把
房门关上了，家里还在烧开水。

“老王，别急。我这就给你
想办法。”魏华话未说完就拿起
电话，迅速与开锁公司联系。
不到10分钟，开锁公司就赶来
帮王爹爹打开了房门。

黄忠街、西正街、中北街、
东篱塘组成了南街社区一个历
史较为久远的片区，有1400户

居民，外来人口较多、出租屋较
多，过去盗窃、斗殴等案件频
发，社会治安状况较差，群众反
响强烈。

2020年底，南街社区回应
群众呼声，将社区警务室设在
这一片区，从警24年、当过缉毒
警和刑警的魏华，成为居民的
平安守护神。

“老百姓的事，就是我们社
区民警的事。”从此魏华把警务
室当成了自己的新家，每天在
这里工作超过10个小时。

作为嘉鱼城区首个社区警
务室，南街社区警务室工作成
效明显，截至目前，成功协调群
众纠纷90余起，片区的刑事案
件发生率也明显降低。

如今，警务室不仅成为了
群众“家门口的派出所”，还成
为发现处理问题的“执勤点”、
为民办事的“服务点”。

“有事去警务室找民警解
决，就准能找到。”居民汤铁山
说，看到警车和民警就在身边，
觉得特别踏实，有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