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减”政策之下，中小学生的作业少
了，校外培训机构周末也不能组织学科类
培训了，为此，不少家长将孩子转向琴棋书
画、体育锻炼等素质类培训。记者走访发
现，新学期以来，咸宁的素质类培训市场快
速升温。

素质类培训报名火热

9月25日，咸宁心瑶乒乓球训练俱乐
部基地里，一些小学生正在接受训练。

俱乐部的教练介绍，咸宁心瑶乒乓是
一家致力于少儿精英乒乓球培训的教育机
构，是咸宁市乒乓球协会青少年训练基地
和咸安区乒乓球协会青少年训练基地指定
训练场馆。他们是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开展
的乒乓球训练营，在乒乓球培训的过程中，
还增加了体能训练等内容，已经开展了多
个学期，但这个学期的报名情况是最火
的。

围棋项目也是十分火热。记者从咸宁
棋院了解到，该院针对中小学生的培训班
已是爆满状态。“今年，我们还在天洁附近
开办了分院，在周末一共开设20多个班，
已经报名300多人，入门班、提高班、初级
班、中级班等已经全部报满了。这周还有
很多家长来棋院体验报名。”咸宁棋院黄老
师说。

在贺胜路书台街上一家琴行，每间教室
里都坐着正在跟学或自己练钢琴的学生。
据琴行经营者曹女士介绍，最近一个月，前
来报名的中小学生人数翻了不止一倍。曹
女士打开手机课程表，记者看到，从当天早
上8点到晚上9点，课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一天内就有约20名孩子前来学琴。

而在一家书法培训机构内，前来练字
的学生也坐满了教室，外面是成群等候的
家长。授课老师介绍，这些孩子主要是小
学生，也有少部分初中生。暑假前，来学书
法的孩子只占教室容量的三分之一或二分
之一。随着“双减”落地，教室里一下满了
起来，每周都有新增学员，书法培训越来越
火热了。

培训机构及时做出调整

记者走访了解到，“双减”一出台，一些
素质类培训机构便及时做出调整，以顺应
政策的变化。

据了解，咸宁心瑶乒乓球俱乐部就提
前把训练时间进行了重新分配。“这学期开
始，由于学校在周一到周五组织开展课后
服务，我们取消了晚上的训练，全部改到周
末两天，分在4个不同的时间段。”心瑶乒
乓球俱乐部教练说。

他还说，“双减”政策之下，素质培训市

场升温在他的意料之中，但现在报名的人
数远远超出了预期。好在俱乐部教练配备
充足，目前还能适应。

一家跆拳道俱乐部的负责人介绍，现
在由于报名的人数多，班级都扩充了，针对
市场的变化，他们正紧锣密鼓地寻找新的
训练场，并有意招聘更多的教练。

面对报名人数持续上升的可能，国匠
教育培训机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机构
方面正在培训更多新的老师，随时准备迎
接增加的学生。

也有一些培训机构做好了充足准备。
琴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学员主要
是通过熟人介绍。按照目前的趋势，兴趣
类培训热度上升，接下来几个月都有可能
迎来更多的报名人数，琴行方面目前已经
配好充足的老师和场地，预计能满足增加
的学生数量。

家长更关注孩子特长

市民黄女士的儿子目前读小学二年级。
之前读一年级的时候，孩子因为还小，黄女士
没想给他报学科类的补习班，只给他报了乒
乓球班。“其实我是很反对让孩子参加补习
的，但为了跟上形势，我跟孩子他爸原本准备
从二年级给他上补习班。”黄女士说。

在过去的一年里，黄女士已经打听好

哪些培训机构的哪些老师“靠谱”。但这一
学期“双减”开始，她打听到的补习班周末
都不开课了。这样一来，黄女士将周末空
余的时间给孩子报了围棋课和书法课。“这
两个是孩子自己选的，我们带他去试了好
多种课，他对这两个特别感兴趣。”周末，孩
子不仅有体育锻炼，也有兴趣爱好培训，黄
女士表示很满意。

记者在一家琴行门口见到了等孩子下
课的张女士。她说，女儿今年读四年级，以
前周末都是去上补习班、在家写作业、看课
外书，现在规定周末不能补课，孩子的休闲
时间多了，刚好女儿又喜欢唱歌，对乐器很
好奇，就给她报了一个吉他培训班，发展一
项个人爱好。

在书法培训班外等候孩子的梁女士也
与记者分享了她的想法。孩子的字写得不
好，此前一直有给孩子报书法班的打算，但
是因为各类补习班和课后作业占据了大量
时间，计划迟迟没有落实。现在孩子的周
末空下来了，正好可以练练书法。“练书法
不仅是为了把字写好，更是一个培养孩子
耐心、专注力和自信心的过程。”梁女士说。

“双减”之下，“一技之长”培训市场升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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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省商务厅认定全省42家企
业为第三批“湖北老字号”，并对认定评审
结果进行公示。其中，我市洞庄茶业、赵李
桥茶厂、羊楼洞茶场、何乾泰医药和百丈潭
酒业5家企业榜上有名。

在历史悠久的商业竞争中，我市在医
药、茶业、酒业等领域形成了许多闻名遐迩
的“老字号”，它们现在经营情况如何？9月
26日，记者进行了实地采访。

重启

幕阜深处，凤凰阁下，有瀑布飞流，涧
下有一古潭，名“百丈潭”。

1951年，第一支通城大曲（百丈潭酒
原名）诞生在隽水河畔的一间酿酒作坊，此
酒色泽清亮无暇，酒香醇厚绵柔，香遍隽水
河两岸。

百丈潭酒始创于清康熙年间1698年，
为当时最兴盛的“隽邑酒坊”。乾隆年间，

“隽邑酒坊”联合通城其他本土酿酒坊创立
“道兴隆”酿酒坊，位于县城九眼桥北石板
街。1951年，“道兴隆”通过公私合营更名
为通城县酒厂；21世纪初，企业改制，组建
湖北百丈潭酒业有限公司。

“这次能评上湖北老字号，是我们一直
坚守初心的结果。”公司副总经理王胜国介
绍说。

湖北百丈潭酒业有限公司酿酒车间里，
雾气腾腾，飘散出浓浓酒糟香。制酒师傅杨
继光和工友们取出蒸完酒的料醅，经过摊
凉、加曲、出箱、培菌后，再入窑、发酵……

“我1982年进厂，至今已有30多年，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企业到民
营企业，想办好一个企业，创造一个好品
牌，确实不容易，原来好多国营企业都已关
门，而百丈潭酒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已
有70年光辉历史。”杨继光说。

2001年，由于受经济体制机制的制
约，企业一度走入困境，面临倒闭的尴尬局
面。

传统的老牌企业濒临破产令人为之叹
惋。 2011年，通城在外创业成功人士黎时
斌提出出资买下百丈潭酒厂的产权，振兴
通城传统产业。

“百丈潭酒业多年来的品牌积淀吸引

着我，我坚信它一定会在改革发展中焕发
生机。我在外从商多年，我愿意尽自己的
力量，为振兴家乡酒业做一点事情。”黎时
斌说。

重新焕发生机的百丈潭酒业，正在着
力打造50亿酿酒产业，坚持“时尚，百姓，
实惠”的经营理念，让“百丈潭边走，方知世
上有好酒”这句俗语在消费市场上名符其
实。

传承

何乾泰，源于中国药都江西樟树，立于
赤壁三国古城，创办于1934年，至今已历
787载春秋。

1905 年，“何乾泰”药铺创始人何敬德
之父何清恒，只身一人，来到赤壁市开设

“乾泰顺”药店。
何敬德受父亲影响，深知诚信经营的

重要性，非常注重医德、药德。据原蒲圻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蒲圻人物传记
《漫话莼川》第三辑记载，何乾泰药铺经营
的中药材、药品，都是何敬德亲自挑选、采
购并加工、炮制，因此价格较市面低，质量
较同行好，份量给到足，医疗效果好，取得
了顾客的信任和好评，赢得了口碑和市场。

1939 年，蒲圻霍乱流行，何敬德自习
自研，精心炮制出一种专治霍乱的中成药，
摆在店铺门前，公开赠送，不取分文。1982

年，年近古稀，身患重病的何敬德，在看到
病人求诊面露为难之时，依然仄身，强忍身
体不适，坚持给患者看病。还反过来安慰
病人：不要紧，我把脉，儿子开方。

“何乾泰”第二代传承人何柏平不仅继
承了父辈的医术，也传承着父辈的医德。
他编写了《药店决策》、《质量管理制度》、
《作业指导书》等一系列规范性企业内部标
准文件。如今，年逾七旬的何柏平也依然
坚持坐诊何乾泰，将何乾泰的医德医术发
扬光大。

1994 年，第三代传承人何川组建湖北
何乾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如今拥有13家
连锁大药房，申请了六大类商标专利。

何川说：“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
势，推动何乾泰走出去服务更多的人。”

创新

位于赤壁市赵李桥镇的赵李桥茶厂创
始于 1949 年，是我市唯一的“中华老字
号”。72年来，茶厂累计供应“边销茶”43
万吨。

赵李桥茶厂的绝活是“砖茶制作”，这
项技艺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茶厂副总经理甘多平看来，企业能有今天
的成绩，最关键的便是坚守了对祖传技艺
守护传承的初心。

记者走进赵李桥茶厂，一栋红色房子

格外醒目，这是茶厂专门建的川字茶博物
馆。博物馆里，一张张照片、一块块青砖
茶、一件件旧物件，静静地诉说着川字茶的
故事。

“赵李桥砖茶有着繁复的制作技艺，一
代代茶人一脉相传，薪火不息。”甘多平说，
厂里有一幅砖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谱系
图，是他们的“传家宝”之一。

而另一方面，面对现代快节奏生活的
冲击，走过72年的赵李桥也在不断适应现
代年轻人的需求。

项目部部长张再兴说：“需求是会变化
的，我们既要传承古典的口感，也要打上这
个时代的烙印。”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赵李
桥茶厂专门成立创新工作室，针对年轻人
青睐的轻量便携化青砖茶产品，破解技术
难题，研发销售新产品，让传统青砖茶变现
代“轻”砖茶。

销售总监罗进启介绍，该公司在选料、
用料、配料、口感、工艺控制、食品安全质量
控制、标准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创新。研发
了“世纪川承”“标准版年份系列”“洞茶今
昔”“青米二合一”等100多款新花色、新口
感、新规格、方便型的“轻”砖茶产品，为内
地消费者感受青砖茶、米砖茶的“中华老字
号”文化魅力提供了产品基础。

去年，赵李桥茶厂与安徽农业大学缔
结校企合作，通过课题研讨，结合生产实
践，开展“青砖茶毛茶样氟含量”等30余项
研究，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今年，茶厂继续加大投入，新建小型
化、智能化、清洁化生产线，加深与高校及
科研院所合作，加大创新研发力度，开发更
多新产品，让传统产业在现代生活中焕发
新机。

据初步统计，今年，赵李桥茶厂产量将
达到10000余吨，预计产值突破8亿元。

新闻追问
问安全

老树如何发新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方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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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遗失如何理赔
网民报料：
我于9月中旬买了个快递，全程未收到任何短

信或电话提醒，直到自己查件时才发现，物流显示3
天前已被代签，等自己去找时东西早就不翼而飞，
拨打该民营快递企业投诉电话迟迟没有接通，消费
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希望相关部门帮忙处理此事。

记者调查：
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复，根据相关条例，

由于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而使得用
户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用户均可以向快递企业提
出索赔要求。赔偿金额，《快递暂行条例》规定对保
价的快件，应当按照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对未
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
任。该网民可向国家邮政局申诉网站注册，通过官
网留言反映问题，快递企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
邮件、快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除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外，并由邮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可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龙潭湿地公园路灯不亮
网民报料：
我家住在龙潭湿地公园附近，龙潭湿地公园开

放到现在已一年多时间，超过2/3的路灯都是个摆
设，连灯泡都没有。晚上散步，黑灯瞎火的，行人特
别是年纪大和行动不便的人极可能出现安全事故。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市城管执法委，该委相关

负责人回复称，经核实确认此段路灯是由碧桂园开
发商承建，该沿线路灯尚未移交路灯相关单位，目
前该段路灯属于碧桂园开发商管理。市政管理处
工作人员已经就此问题联系了碧桂园开发商，目前
正在协商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月亮湾路渣土车深夜扰民
网民报料：
我家住在温泉月亮湾路附近，夜深人静的时

候，成批渣土车发出的轰鸣声大，我们整晚无法入
睡，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学习，请求
有关部门关注。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市城管执法委，该委相关

负责人回复称，经市城管执法委综合执法四大队现
场调查，并未发现有工地渣土车途径此路，同时该
大队将加大夜间巡查力度，严管施工工地渣土车违
规运输扰民行为。同时，该大队无处罚权在路面上
行驶的渣土车，规范运输渣土车需转交警部门处
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学校附近车辆违停多
网友报料：
温泉城区红旗路中学周边区域车辆，每天18:00

违停车辆占道，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希望相关部门
核实处理。

记者调查：
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复称，经城区大队核查，

城区大队在红旗路学校周边设有交警护学岗，上下
学高峰时段派专人在此路口执勤，由于该路口学校
密集，放学接送学生的车辆较多且都集中在此路
口，导致在上下学高峰期经常交通拥堵。民警护学
执勤过程中主要以劝导为主，尽力保证道路不发生
拥堵，目前该路段已启动抓拍违停球，对违停车辆
一律予以拍照处罚。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加大对辖区学校周边秩序
整治，确保学生上下学时周边路段交通畅通有序，
并定期与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课，对学生以
及家长进行引导，让接送学生的家长将车辆有序停
放，尽量即停即走，或者停至离二号桥小学路段稍
远不影响交通的位置，以免造成交通堵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规定》和《咸宁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规则》等有关规定，
经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政府
批准，湖北省咸宁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定于 2021
年10月8日至2021年11
月11日，在咸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
（http://219.139.108.3，
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
公开挂牌出让咸土网挂G
﹝2021﹞014-018 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
授权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
办公室具体承办，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宗地
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主要
规划
指标

规划用途

产业定向

投资总额（万元）
投资强度（万元/亩）
税收强度（万元/亩）

综合能耗标准
（吨标煤/万元）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
（或提交相应银行

保函）
竞买备用金
（含保证金）
挂牌起始价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

咸土网挂
G﹝2021﹞014号
咸宁市长安大道

168号
25575.41

（约38.36亩）
＞1.0，≤2.5≤40%≥25%≤60米

商住用地（商业
20%、居住80%）

/

/
/
/

/

商业用地40年
住宅用地70年

2000万元

不少于3300万元
的银行资信证明

6600万元

咸土网挂
G﹝2021﹞015号
东外环与青年路
交汇处东南侧

4251.9
（约6.38亩）

≤1.0≤30%
/
/

商服用地
（加油站用地）

/

/
/
/

/

40年

300万元

不少于485万元
的银行资信证明

970万元

咸土网挂
G﹝2021﹞016号
咸安区向阳湖镇
广东畈村十组

15557.11
（约23.34亩）

≥1.0≥40%≤15%
/

工业用地

/

/
/
/

/

50年

200万元

不少于328万元
的银行资信证明

655万元

咸土网挂
G﹝2021﹞017号

咸宁高新区二期107国道
与咸通高速交叉处东北侧

42654.96
（约合63.98亩）

≥1.0≥40%≤15%
/

工业用地

新型气动液压部件制造业

15000≥200≥15
≤0.029
50年

61万元

不少于305万元
的银行资信证明

610万元

咸土网挂
G﹝2021﹞018号

咸宁高新区三期横一路与
西园九路交叉处西南侧

20270.82
（约合30.41亩）

≥1.0≥40%≤15%
/

工业用地

食品、饮料、烟草及饲料生
产专用设备制造业

12000≥200≥15
≤0.017
50年

26万元

不少于130万元
的银行资信证明

260万元

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土网挂G﹝2021﹞014-018号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
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
应文件资料。

2、咸土网挂G﹝2021﹞016-018号地块竞得人须严格执
行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法规和投资强度。受让宗地范围内用
于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占地面积不得超过受
让宗地面积的7%。

3、咸土网挂G﹝2021﹞016号地块地上有两栋厂房，建筑
面积3102.81平方米。地上建筑物按评估价值142.43万元，
由土地竞得人另行缴入市财政专户。

4、咸土网挂G﹝2021﹞017-018号地块按“标准地”方式
出让，地块项目环境质量管控标准符合《工业企业噪音》三类
要求、《空气质量》二级、《地表水》三类、《声环境》三类等。其
中017号地块项目环保需符合咸宁市“三线一单”要求，严禁
使用落后的生产设备及工艺；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国标及《铸
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018号地块项目环保需符合咸
宁市“三线一单”要求及咸宁高新区园区规划要求；污染物排
放标准执行国标。

4、在咸宁市范围内存在欠缴土地出让金未及时缴纳的、
有闲置土地及其他违法用地未及时纠正的、被省厅和市政府
相关部门列入联合惩戒黑名单的自然人、法人和组织不得参
加本次咸土网挂G﹝2021﹞014-018号地块竞买。申请人在申
购土地前须到咸宁市土地管理办公室查询拟申购信息主体的
信用信息情况。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底价，按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互联网上通
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1月9日在网上交
易系统下载挂牌出让文件，办理CA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
竞买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信息确认函》），并按挂牌出让文件
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本次出让不接受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
竞买申请以外其他形式（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的申请。

五、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或提交《银行保函信息确
认函》）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9日下午16时，网上报价时
间为2021年10月29日上午8时到2021年11月11日上午
11时止，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动转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
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公开出让公告如有变更或补充，以咸宁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网上发布的补充公告为准。

七、湖北省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对本次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不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
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八、如果在使用湖北省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
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
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及网上技术咨询电话:
陈先生 0715-8126510 刘女士 0715-8126565
地址：咸宁市温泉双鹤路18号市政务服务中心A307、309室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汪先生 15872011934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咸宁大道国际大厦A座15层

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一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