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饮、零售、文旅等服务行业，就业
容量大，小微商户集中，背后关乎着千
万个家庭的生计和百姓的衣食住行。
受疫情影响，这些小微商户经营面临着
很大的困难。我市商务部门积极引导
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优化服务，助力
小微商户走出经营困境，坚定发展信
心。

“饿了么外卖平台开展的优惠营销
活动，对我们商家来说，真是一场‘及时
雨’。以前我们每天只能卖出十几单，
现在销量不错，所有店员都是从早忙到

晚。”5 月 7 日，市营商办工作专班到随
州城区大润发、万达广场、吾悦广场等
商圈走访商户时，霖记猪脚饭大润发店
负责人邓丽娜高兴地介绍。

在万达广场，“沪上阿姨”鲜果茶店
店长宫思涵表示，4月份疫情以来，万达
的人流量减少，该店的营业额也跟着减
少。但自 5月 1日饿了么平台开展活动
以后，单量从以前的
几十单增长到现在的
几百单，销量得到了
大幅提升，对今后的

发展也充满了信心。
3 月 30 日，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

15个部门联合印发《湖北省促进服务业
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提
出 45 条减税降费等真金白银的帮扶对
策，我市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积极落
实各项纾困解难措施，助力服务业稳定
预期、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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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积极接种疫苗；科学佩戴口罩；注意手部卫生；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社交距离；尽量避免聚集；使用公筷公勺；注意文明
礼仪；主动配合防疫；非必要不出市，如须出行，携带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 （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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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制造业优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专精特新“小巨人”成长记

距壬寅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开幕还有 天14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5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随州市代表会议召开，选
举随州市出席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代表。

市委书记钱远坤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克克，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夏卫东，市政协主席冯茂东，市委常委
杜文清、甘国栋、吴丕华、张卫、张爱华、
舒敏、陈兴旺、黄继军出席会议。省换届
风气第三巡察督导组领导到会指导。

会议应到代表 210 名，实到 200 名，

符合规定人数。
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会议就我市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有关情况作了
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和监
票人、总监票人名单，以无记名投票方
式进行了选举，18 名同志当选随州市
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会议指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
党湖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是我省
在加快“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

篇”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
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选好代
表，是确保大会胜利召开的重要基础，
更是一项重大而光荣的政治任务。当
选代表中既有党员领导干部，又有生产
和工作第一线的党员，体现了广泛的先
进性和代表性，符合省委相关要求。

会议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把
“两个确立”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高效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
和安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务实重
行、开拓进取，为全力谱写“汉襄肱骨、
神韵随州”建设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
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及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会议在雄
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中国共产党随州市代表会议召开

选举我市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云、通

讯员唐洋）夏日来临，亲水旅游受青
睐。在位于随县洪山镇的琵琶湖风
景区，渡口旁一幢两层小楼精巧雅
致，在四周山环水抱中自成风景。从
市港航海事局获悉，这是在水运专项
资金的撬动支持下，景区新投资建成
的琵琶湖水路运输服务中心。

琵琶湖风景区为我市重点 A 级
景区。过去，由于琵琶湖渡口用房为
全木质结构，且选址地势较低，年年
汛期水毁，加之常年风吹日晒，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小修小补已不能满足
日常水运出行和游客游船安全。市
港航海事局采用以奖代补的形式，鼓
励琵琶湖声泉开发有限公司选址重
建。新建成的琵琶湖渡口移至水边
地势较高处，底层为砖混结构，总投

资 124 万元。全新投用的渡口大大
提升了水运交通安全，也增强了景区
旅游服务保障能力。这是我市用好
用活水运专项资金、吸纳社会资本积
极参与库区水运基础设施建设的引
领示范。

近年来，市港航海事局在着力提
升群众出行安全的基础上，同步提升
旅游渡运码头的服务功能与整体形
象，持续发力推进“交通+旅游”融合
发展。将省有关部门每年下发的水
运发展专项补助资金用在“刀刃”上，
先后投入以奖代补资金近 300 万元，
撬动社会资本 500 余万元，改善了天
河口、封江、徐家河、琵琶湖等库区水
运渡游设施，纾解了水路运输公司发
展困局，提升了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助力当地水上旅游业良性发展。

我市用活水运专项资金
助力“交通+旅游”融合发展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黄闯 通讯员 孙文通

电商平台助力小微商户恢复经营信心

随州不是茶叶主产区，但湖北中
兴食品有限公司却把其名下“大洪
山”牌茶叶出口做到全省前列，被誉
为“大洪山现象”。

作为茶叶出口企业后起之秀，中
兴食品 2013 年进军茶叶加工出口领
域，当年便出口茶叶 3000 多万美元，
占全省茶叶出口一半以上，成为湖北
茶叶出口状元，并连续多年保持全省
第一。

如今，中兴的茶叶畅销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以“大洪山”为核心的系
列商标已在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
注册。在中东、非洲和东南亚，“大洪
山”牌茶叶已成为湖北茶乃至中国茶
的代名词，有力提升了湖北茶叶出口
地位，带动了湖北茶叶升级。

近日，记者走进湖北中兴食品有
限公司，探寻中兴茶叶出口“神话”的
奥秘。

50多万亩生态茶园造就绿

色有机高品质

俗语说“清明见芽，谷雨见茶”，
谷雨时节气候温暖湿润，正是采摘制
茶的好时机。在中兴食品位于随县
洪山镇雨亭岭村的茶叶种植基地里，
漫山遍野的茶树错落有致，绿意盎
然。数百名茶农穿梭其中，采摘着新
鲜的芽茶。

雨 亭 岭 基 地 共 有 茶 园 1000 多
亩，独特的小气候造就了茶叶的高品
质。中兴食品副总经理崔建军介绍：

“这里每年的采摘期比其他基地早半
个月，3 月下旬到 5 月上旬，主要是人
工采摘，制作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名优

茶。5 月中旬到 11 月，主要是机器采
摘，制作以出口为主的拼配茶。”

茶叶出口要求高，不亚于做食
品。中兴食品视绿色有机为发展的
生命线，从源头上确保茶叶的优质、
健康、安全。根据国际国内双重有机
的标准，该公司对所收购、流转、合作
的茶园进行无公害改造，深耕翻土，
施有机肥，安装喷灌设施，用太阳能
诱虫灯、粘虫板灭虫，人工除草，精耕
细作……崔建军说：“我们将废弃的
茶树枝条回田，转化为肥料，循环利
用，真正的纯天然。”

目前，中兴食品按照公司种植标
准和出口备案基地要求，通过“公司+
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在随州建有 1
万亩标准化的优质茶叶基地，在宜
昌、恩施、襄阳等地合作建设和管理 7
万亩茶园，订单采购涉及浙江、云南、
福建等全国 9 个主要产茶省，辐射带
动茶园面积 50 多万亩，从源头掌控
茶叶品质。崔建军说：“我们严守生
态环境、食品安全两条底线，做生态
茶、做有机茶、做好茶！”

拼配茶畅销40多个国家和
地区

4 月 24 日，记者走进中兴食品全
自动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准备发往
毛里塔尼亚、马里等国的定制茶叶。
4 个 10 斤装的小箱子被打成一捆，整
齐码放在仓库，即将漂洋过海，远渡
非洲。

中东及非洲部分地区，气候炎
热，人们常年以肉食为主，茶叶对于
他们来说，是去腻消食、解渴消暑的

生活必需品。“当地人都是这样一捆
一捆地买，一捆大概是一家人一个月
的用量。”崔建军介绍。

与我们日常喝的红茶、绿茶等纯
料茶不同，中兴出口的是拼配茶，区
别在于原料的选用，有效组合不同品
种、产地、季节甚至年份的茶。

拼配靠的是制茶师的技术和感
官判断。制茶师需要把握不同茶叶
的特性，将形质不一的产品择其所
长，或美其形，或匀其色，或提其香，
或浓其味。

为此，中兴食品以百万年薪聘请
浙江专家，并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
通过对全国各产区不同原料茶进行
个性化拼配，开发出适合非洲、中东
消费者口感的“大洪山”牌系列茶产
品。崔建军说：“我们根据国外客户
的喜好来拼配，从汤色、口感、香味方
面搭配各类茶叶，以达到客户的标
准。用料最多的一款拼配茶，选用了
近 20个茶叶产区的原料。”

在中兴食品研发中心，一整面墙
40多个柜子，里面放满了中兴全国各
地茶园的茶叶近万盒。崔建军介绍，
为确保产品质量稳定，近年来公司投
资 4 亿多元，建设现代化制茶工艺体
系，采茶、炒茶、拣选、杀菌、包装等 10
多道工序，全部由机器自动化生产。
目前，该公司研发的多款拼配茶畅销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洪山”系列商标在60多
个国家和地区注册

在中兴食品生产车间，颜色各异
的茶叶包装上印着英语、法语、阿拉

伯语等各种语言的“大洪山”品牌名
称。

“大洪山”，正是中兴食品出口茶
叶的主打品牌。在开拓市场的过程
中，中兴食品把品牌战略作为重中之
重。

近年来，该公司每年投入 300 多
万元进行品牌推广，邀请当地明星代
言，在多国主流媒体推介“大洪山”。
出口产品时，在每个集装箱里免费附
赠大量印有“大洪山”LOGO 的文化
衫和帽子。通过几年努力，“大洪山”
牌系列茶产品在国际市场特别是中
东、非洲和东南亚获得较高的知名
度。

2016年，中兴食品董事长舒大忠
在与毛里塔尼亚最大的茶叶经销商
洽谈合作时，对方对“大洪山”品牌并
不认可。舒大忠邀请其来公司实地
考察，在短短 3 天之内，研发团队由
数百种茶叶拼配出令客户满意的产
品，双方当场达成“大洪山”牌茶的合
作意向。

目前，中兴公司以“大洪山”为核
心的系列商标已在 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成功注册，并选派 6 名员工常驻非
洲营销推广，“大洪山”茶品牌影响力
越来越大，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中国
茶的代名词。

一季度，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大洪山”茶叶仍出口 800 多万美
元，预计今年可实现出口创汇 5000
万美元。

舒大忠表示，将继续做大做强
“大洪山”品牌，让随州茶在国际市场
“昂首挺胸”。

““大洪山大洪山””茶香飘海内外茶香飘海内外
————湖北中兴食品书写随州茶叶出口湖北中兴食品书写随州茶叶出口““神话神话””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刘诗诗刘诗诗 通讯员通讯员 王琪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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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聪莹、

通讯员李汉军、李玉平）连日来，市
城管执法委结合“创城”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和壬寅年寻根节市容环境整
治工作实际，组建工作专班，加强巡
查督查，深入开展城市环境大整治、
大提升行动，助推“创城”工作城市
环境大提质。

自 3月起，每周开展一次“创卫”
大行动，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持续
开展“大清扫、大冲洗、大清理”城市
清洁行动。先后出动 600 余人，动用
环卫专业车辆，冲洗桃园路西段、㵐
水东大堤、青年东路等区域路面 5.3
万平方米，清理垃圾杂物 50余吨。对
随州南站站前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让城市窗口更靓丽。环卫部门实施

“路见本色”洗路行动，每周选定一
条道路进行精细化清洗，守护洁净。

全面开展市政设施、公园广场、
园林绿化带、垃圾收集转运设施等
城市基础设施“大排查、大维修、大

更新”行动，修复迎宾大道、白云大
道等 8条道路破损路面 1.1万余平方
米，督促产权单位更换损坏井盖 127
座。对交通大道香江段人行道实施
提档升级改造，补植和增植神农公
园、清河东路等道路和绿化带缺损
苗木 8.5 万余株，修剪绿化苗木 3 万
株，维修垃圾中转设施 5处。

常态化开展建筑渣土漏撒污染
防控整治工作，严管严查严处随意
倾倒建筑装饰（装修）垃圾行为，由
负责人一线带队、党员先锋带头或
发动社区（村）居民提供线索，路面
流动执法与定点蹲守执法相结合，
重拳整治随意倾倒建筑装饰（装修）
垃圾等城市顽疾，证据保存违规车
辆 5台，立案 1起。

市城管执法委作为环境秩序整
治牵头单位，全面统筹协调，摸排迎
宾大道、炎帝大道、白云大道等沿线
5 条道路环境问题 70 余个并督促整
改，全力提升城市卫生品质。

大整治 大提升

市城管执法委多措并举助力“创城”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流）5月 11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克克召开项目建设现场
办公会，以现场办公的方式，推动解决项目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
向，加强统筹谋划，坚持系统推进，确保各项目
建设有序开展。

克克首先来到市公安局监管中心项目建
设现场，实地察看建设进度，了解项目规划、功
能划分等情况。该项目正在进行土地平整，将
建设包括市中心看守所、市拘留所、强制戒毒
所、武警中队营房等设施，建成后依法承担各
类违法犯罪人员的羁押管理任务。他指出，监
管中心建设是基层政权建设重要内容和重大
民生工程，要严格按照建设标准和规划设计施
工，确保施工安全，保证工程质量，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确保早日建成并投入使用。消防训练
基地与民兵训练基地、驾考中心三个项目相
邻，克克来到市消防训练基地建设现场，了解
三个项目的规划设计、空间布局、功能配套、施
工进展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协调解决，
给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目前消防训练
基地已完成场地平整、围墙施工，正进行主体
施工，另外两个项目正进行规划设计。克克提
出，要充分整合资源，建立健全综合管理运营
机制，建设军警民共建共享共用的训练基地，
最大限度发挥场地和设施的综合效益。驾考
中心项目要优化设计方案，在实现标准化建设
的前提下，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克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项
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采取现场办公、集中

“会诊”等方式，全力破解难题，推进项目建设
有序开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主动对接、靠前
服务，强化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积极做好
土地、资金、手续办理等全方位要素保障工作，
高质量打造精品工程，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市领导甘国栋、张爱华、柴普军，市政府秘
书长金厚鹏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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