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畈麻饼
产销两旺
10月17日，通山县大畈镇阳春

园食品有限公司，游客在产品展台
前选购麻饼。

据了解，该镇是旅游大镇，隐水
洞、龙隐山等景点每年吸引数十万
游客。作为当地有名的特产，麻饼
深受游客喜爱。特别是 2016 年实
现电能替代后，阳春园实现了从“作
坊加工”向“规模化生产”的跨越。
同时，公司还面向市场，研发出不同
口味、不同包装，满足个性化需求，
实现产销两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
锋 特约记者 孔帆升 徐大发
摄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20日
上午10时，桂乡咸宁嘉鱼体验馆在武
汉市武昌区东湖西路开馆，这也是华
中地区咸宁首家开放窗口。

桂乡咸宁嘉鱼体验馆由嘉鱼县武
汉商会建设管理和运营，包括名优产
品展销区域、城市形象展示区域、商务
活动服务区域，目前已有30多家产品

供销商入驻，我市150余个名特优产
品集中在馆内展销。

当天，200余名武汉市民走进体
验馆，近距离体验咸宁风味，购买咸宁
特产和美食。展销区域的桂花制品
类、砖茶茶叶类、放心粮油类、特色食
品类、独特工艺类、精美礼品类等“拳
头产品”“网红产品”“爆款产品”冲击

着市民们的“购买欲”。
市文旅局局长李振介绍，咸宁开

放窗口建设是全市十五个重大产业、
重大项目、重大事项之一，是宣传咸
宁、推介咸宁，进一步提升咸宁的辨识
度、知名度、美誉度的极佳载体，为全
国人民了解咸宁自然人文特色、购买
咸宁名优产品、体验咸宁对外开放形

象打开了一扇靓丽的窗口，也为我市
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延伸和
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提供了有效的市
场，搭建了交流的平台。

据介绍，我市从今年开始全面筹
备对外开放窗口的组建工作，今年年
底前将在全国重要城市陆续建成15
个外部开放窗口。

桂乡咸宁嘉鱼体验馆在武汉开馆
集中展销150余个名特优产品

本报讯 记者黄兰芬、通讯员廖黎报道：19日，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我市“擦亮小城镇”行动有
了新进展。截至目前，全市60个乡镇全部编制了

“擦亮小城镇”规划方案，10个乡镇基本达到了示范
型美丽城镇要求。

今年，我市开展“擦亮小城镇”百日攻坚行动以
来，各乡镇全面开展镇区主次干道、集贸市场、河塘
沟渠、居民小区等重点区域的环境卫生整治，集中清
理了背街小巷、房前屋后存量垃圾，取缔占道经营摊
位、拆除违章摊棚和随意支拉的遮阳伞，规范车辆停

靠的秩序，普遍达到了干净、整洁、有序的基础型美
丽城镇要求。

全市10个乡镇通过补齐规划缺失、公共环境、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镇风貌、产业发展、治理水平
等方面短板，基本达到了配套完善、宜居宜业、特色
鲜明的示范型美丽城镇要求，小城镇服务和带动乡
村振兴的能力显著增强。

据悉，我市将通过打造多渠道投融资格局、提升
整治水平、强化宣传、挖掘小城特色等举措，推进美
丽城镇建设。

我市持续推进“擦亮小城镇”行动
10个乡镇达到示范型美丽城镇要求

把绿色变成特色
——崇阳县小自然度假村调研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文景 王莉敏 特约记者 汪佳 通讯员 石林

蓝天白云，稻浪金黄；茂林修竹，木
屋掩映；蝉鸣鸟躁，曲径通幽……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崇阳县白霓镇
油市村7组小自然度假村，生活节奏慢
下来，几分惬意上心头。

“能人返乡，尊重自然，融合发展，
共同富裕。”崇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李强海说，“小自然”把绿色变成特色，
在全县乡村旅游发展中具有标杆意义。

回乡创业，一举捧红沉寂山村

“心安静，更从容。小自然是一个
给人梦想和浪漫的地方。”小自然投资
人殷松甫说。

殷松甫本是油市村人，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南下淘金，2009年回到崇阳经
济开发区创办宇涛特种纤维，专门从事
低熔点纤维的研发与生产,至今从事工

业已20余年。
殷松甫说，回乡创办“小自然”是个

一举两得的思路，一方面是为企业中高
层管理人员找出路，另一方面也是希望
为村里做些事情，带动农村发展。

2018年，他建设“小自然”之前，村
民们种田积极性不高，一般只种点口
粮，村里很多田地荒芜，草都长了一米
多高，收入靠打零工的村民居多。

“小自然”项目进驻后，已投资
3000 余万元，开发山林、水面、农田
800多亩，建起了接待中心、图书室、6
处竹林观景台、24栋两层休闲度假木
屋、一处儿童游乐区及相关的水电等配
套设施。其中300亩农田轮种水稻、油
菜，吸引游客赏花海，观稻浪。

如今，这里春有油菜花海，秋有金
黄稻浪，四季有常青竹林，漫步林中沐

清风，泛舟河上听蛙声，徜徉田间说丰
年，享受的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带着女友求婚的、为亲戚朋友过生
日的、和家人体验田园生活的，各类游
客络绎不绝。“小自然”成了“网红打卡
地”，每到周末就爆棚，节假日至少要提
前半个月订房。

呵护自然，建既乡且“香”的农村

“没想到湖北也有这样的地方，下
次还会来”“体验完美，世外桃源，不虚
此行！”……田野的木栈道上，记者随机
采访了几拨游客，大家对大自然中的

“小自然”赞不绝口,称其为“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典范”。

徜徉林间，清凉之风扑面而来，自然
之气沁人心脾。登上观景台，看高天云
卷云舒，望乡野秋色无垠。走进小木屋，

外面风光一览无余，身心融入大自然。
殷松甫讲述了自己的设计理

念——“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
然”。破坏环境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这也是度假村取名“小自然”的原因。

在“小自然”，一切都是原生态，没
有大拆大建，森林里树木保持原样，只
铺几条简易的石板路，木屋依地势而
建，每栋以24节气取名。田野里，排灌
设施优先，田埂的原貌保持，只修木栈
道作为点缀。高堤河里，一条古朴的木
制小船可供游玩……

的确，如今的城市到处是游园，小
区环境也是美若花园，如果把乡村旅游
景点以城市公园的方式来建，必然没有
吸引力。只有建起有别于城市公园的
景区，建起既乡且“香”的农村才能点燃
游客的热情。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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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员胡炜光、
柯泽涛报道：20日，记者从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获悉，1-9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22.5%。

今年来，我市工业经济呈现全面恢复、
快速增长、质效提升、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实现了开局漂亮，交出了合格的期中卷，三
季度再上台阶。

工业生产持续恢复。9月份，工业增加
值增长 6.9%，累计增长 22.5%，较全省
（17.3%）高出 5.2 个百分点，排名全省第 5
位。全市988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有800家累
计产值实现增长，占比80.9%。

重点行业支撑明显。全市36个工业行
业中，31个工业行业产值保持正增长，16个
行业增速超过30%。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53.6%、41.9%、41.4%，分别拉动全市规上工
业产值增长1.9、1.0、3.2个百分点。

技改投资持续发力。全市技改入库项
目144个，技改投资同比增长72.1%，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居全省第9位。顺
乐钢铁、佳顺轮胎、平安电工等3家企业技改
项目各获得省级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1000
万元，南玻光电等9家企业获计划奖励1250
万元。

成长工程进展顺利。截至9月底，全市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3家，其中76家企
业为小进规企业，另外17家为新投产进规企
业，累计完成产值28.9亿元，净增产值14.1
亿元。新增平安电工等11家省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南玻光电获批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实现了“国字号”零的突破，
真奥金银花等4家企业获批国家级“绿色工
厂”。金盛兰冶金、红牛饮料入围湖北民企
百强，奥瑞金制罐、精华纺织等4家企业入围
湖北民企制造业百强。

关联指标稳中向好。从工业用电量看，
1-9月全市工业用电量49.24亿千瓦时，增
长28.8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11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1位；从工业增值税看，全市实
现工业增值税25.96亿元，同比增长35.5%；
从产销情况看，工业品产销率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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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青朋报
道：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
示2021年度市城区小餐饮、小
作坊提档升级和“明厨亮灶”建
设以奖代补单位名单，城区38
家单位获得奖补，最高奖补3万
元。

据悉，经自愿申报、初审、
复审、现场验收、审批程序，
2020 年度共通过验收 38 家。
在公示的38家名单中，不仅有
面馆、火锅店、烤肉店、豆腐店，
还有卤味坊、酒坊等，奖补资金
从4000元到3万元不等。

此次以奖代补的基本原则

是先改先补，补完为止。其中，
小餐饮升级改造按照不超过改
造投资的30%进行奖励，最高
不超过1万元。小作坊升级改
造按照不超过改造投资的30%
进行奖励，最高不超过3万元；
小作坊整合5家以上抱团发展
升级为食品生产企业的，按照
不超过改造投资的30%进行奖
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明
厨亮灶”创建工作，大力推进

“互联网+明厨亮灶”监管模式，
先后投入一定资金鼓励“三小”
提档升级。

鼓励提档升级和“明厨亮灶”建设

市区38家小餐饮小作坊获奖补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员黄振宇
报道12日，在湖北帮友科技有限公司
塑胶一车间植PIN生产线，龚文伟正在
架模、调试机器，流水线下游的工友则
熟练地将一个个骨架打上针脚。

“这个零部件虽小，却广泛用于充
电器、变压器、锂电池等电器设备。”土
生土长的崇阳人龚文伟说。

湖北帮友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崇阳
经济开发区，占地20亩，于2019年7
月开工建设，2020年9月建成投产，完
成投资1.1亿元。该公司前身为深圳
长寿电热电器厂，于1994年在广东深

圳投资创立，为了响应政府招商引资号
召，2019年选择回乡办厂，目前已将销
售除以外的业务全部转移至崇阳。

“现在公司大概有100多位员工，
基本上都是崇阳本地人，月工资总额
80万元左右。”湖北帮友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总经理姜功德说，公司去年的产
值超过1亿元，预计今年可达1.5亿元
以上。

目前，该公司拥有塑胶件注塑生产
加工、发热芯生产线、成品装配线，是从
事电热工具热风枪、热熔胶枪、塑胶焊
枪等电器产品开发、生产的专业厂家，

其中工业用的调温、恒温、数字显示、数
字控制温度的热风枪、热熔胶枪已处于
国内领先地位，并获得多项专利，系得
力、东成、大艺等国内上市公司的指定
供货商，现已成为发热电器行业的领头
企业，产品远销日韩、非洲、中东等国家
和地区。

“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和销售，我们
公司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无论是产
品的外观设计，还是核心部分的电子控
制电路、发热部分等，均由公司独立研
发完成。”姜功德说，公司现已申请了
40多项专利，自主研发能力在业内排

名前列。
该公司不仅自身过硬，而且不忘扶

持本土企业发展。他们为崇阳当地的
印务公司、塑料厂、印刷厂等企业带去
了千万级的订单，长期在本地购买包
材、胶带、标签等产品（服务）。

“我们将继续坚持研产销一体化路
线，稳步提升主打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保持国内龙头企业优势，争取更多地
参与行业内标准制定。同时，进一步
拓展海外市场，争取外销金额达到
500万美元。”谈到未来的发展，姜功德
充满信心。

提升核心竞争力 稳定市场占有率

湖北帮友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40多项专利

本报讯 记者黄兰芬报
道：今后，城区所有小区有电动
车充电区，有地方晾晒被褥……
日前，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我
市正在城区开展小区便民设施
建设“六个一”行动，计划年内
完成。

据了解，小区便民设施建
设“六个一”具体是指：安装一
扇单元门、设置一处充电区、添
置一批灭火器、设置一处精神
文明创建宣传栏、规划一个集
中晾晒区、设置一处便民信息
发布栏。

目前，市住建局、咸安区创

文办已在城区有物业小区和无
物业小区分别开展调查摸底，
结果显示：338个有物业小区，
单元门、灭火器、精神文明创建
栏、便民信息发布栏的配套情
况较好；330个无物业小区，灭
火器、精神文明创建栏、便民信
息发布栏的配套情况较好。在
城区668个小区，由于前期规划
不足等原因，充电区和晾晒区
的建设，普遍缺失。

据悉，有关单位和部门将根
据小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落实
方案，完善小区基础设施，提升
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区开展“六个一”行动

668个小区将建充电区和晾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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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综合整治陆码河

碧水绿岸生态美
（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