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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九高速被纳入全省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全长约 46.7 公里 建设工期 4 年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讯员 王贤
波 程丽）1 月 8 日，咸九高速通山南林
桥段（一标段）项目现场机声隆隆，挖
机、铲车、运输车等来回穿梭，正在进行
临时便道平整等作业。
咸九高速公路即咸宁（通山）至九
江（武宁）高速湖北段。该项目已于日
前正式获得省发改委批复，被纳入全省
重点建设项目。
通山至武宁高速湖北段项目起于通
山县南林桥镇南林桥枢纽互通立交，接
已建成通车的咸通高速公路和杭瑞高
速公路，经杨芳林乡、厦铺镇、闯王镇，
止于九宫山二号隧道（鄂赣省界），与通
山至武宁高速公路江西段相接。项目

全长约 46.7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
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路
基宽度 26 米。全线设置南林桥互通、
厦铺互通和九宫山互通 3 处互通立交，
建设工期 48 个月。
目前，
项目公司已进驻通山，
湖北长
江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省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已进
场，
场站建设基本完成，
正在进行便道施
工，部分工点已开始施工，即将全线开
工。据介绍，
该项目建成后，
可完善湖北
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提供重要支撑。
与江西两省的高速公路网络，改善鄂赣
咸九高速一标项目经理唐继辉表
革命老区交通出行条件，进一步加快红
示，将精心组织施工，全力以赴，力争在
色苏区及幕阜山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步 “十四五”期间将咸九高速公路建设成
伐，
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为鄂赣省界
致富路、生态环保路。

冬季蔬菜
管护忙
1 月 8 日，通山县
南林桥镇湄溪村朱家
庙湾的蒌蒿基地上，
通山县春泥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阮英送
正带领工人搭建大
棚、清理沟渠。近段
时间，随着气温持续
走低，合作社增派人
手对蒌蒿进行冬季管
护，确保蔬菜顺利越
冬，在春节前如期上
市。
（记者 王奇峰 通
讯员 程丽）

通山招商出
“新招”
“招商大使”
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唐成）
“我
们将发挥自身人脉资源，对外
宣传推介通山投资环境和招商
项目，收集投资信息，联络邀请
潜在的投资者参观考察，洽谈
对接项目。”近日，深圳市瑞邦
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程用洲在
通山县广东地区招商项目推介
会上作出承诺。
为吸引优质项目入驻，
通山
亮出招商“新招”，聘请 20-40
位具有较强影响力和人脉资源
的知名人士，
行业协会等高层和
资深人士作为招商大使。
“企业高管、
机构高管、
知名
学者和长期伙伴，
这是我们此次
选聘招商大使的主要标准。”
通
山县招投中心主要负责人介绍
说，此次广东地区招商推介会，
共聘请四位招商大使，
聘期为二
年，对受聘的招商大使，将颁发
聘书，
对为引进项目提供线索并
促成项目落户的招商大使，
均按
《通山县对招商引资有功人员奖
励的暂行规定》落实奖励政策。
近年来，通山坚持把回归
创业工程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
展的重要突破口高位推进，呈
现企业回迁、资金回流、人才回
乡、信息回馈、技术回援、乡情
回归的热潮。

南林桥镇

乡贤助力
人居环境整治

两级联动、清理整治、源头管控、完善保障

燕厦乡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进退捕禁捕
●记者 王奇峰 通讯员 郑燎燎
近日，通山县燕厦乡新庄村“三无”
渔船拆解现场，渔民们签署了“三无”船
舶拆解上岸协议书，54 艘渔船和 73 只
鱼盆被全部运往岸边。工作人员手拿
焊枪喷射火焰，对船体进行拆解，当天
下午 3 点全部完成拆解。
这是通山县燕厦乡推动富水湖流
域禁捕退补工作的缩影。为深入贯彻
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燕厦乡按照相关要
求，坚持以党建统领全局，聚焦长江支
流富水湖流域禁捕退补和“涉渔”船舶
清理整治，以“党建+专项”深度融合，
推动非法捕捞专项打击，推动市场专项
监管，推动“涉渔”船舶专项整治，进一
步推进长江支流富水湖流域的保护与
开发协调统一。
党建引领，
镇村两级联动全面推进退
捕禁捕。该项工作开展以来，
燕厦乡党委
政府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以乡党委书记和
乡长为组长，
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乡直单
位党委主要领导及沿湖库区村党支部书
记为成员的禁捕退补工作领导小组。领
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专班、信息核查专
班、
水上水岸巡查专班、
市场巡查专班，
各
专班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沿湖库区村党
支部纷纷成立党员巡湖队，
积极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
密切配合渔政、
水警、
派出所等

部门，
不定期开展湖区巡查值守，
强化禁
天禁贩、禁食长江水产品的通知》，规定
捕巡查，
织密非法捕捞防护网。该项工作
招牌禁写、酒店禁售“富河清水鱼”
“湖
开展以来，
燕厦乡组织开展各类渔政执法
鲜”
“ 燕厦野生鱼”
“ 翘嘴鮊”
“ 鳜鱼”
“河
检查余50次，
出动车辆200余次，
船艇80
虾”，在交易环节做到“日日监”
“ 天天
余艘次。同时，
信息核查专班深入沿湖各
管”。2020 年以来，燕厦市场监管所已
库区村，
积极做好涉渔船舶基础信息采集
出动监管人员 200 多人次，制作现场笔
登记工作，
为后续船舶清理整治工作提供
录 16 份，下达责改通知书 4 份，参与专
准确的数字支撑。
项联合行动 3 次，加强了富水湖流域鱼
党建引领，
“涉渔”船舶清理整治有
类交易源头监管。
成效。一是全面掌握“涉渔”船舶底数。
党建引领，完善渔民生产生活保
全乡共统计渔船 333 只，
划盆 664 只，
统
障。燕厦乡党委政府严格按照上级相
计船舶均命名编号，
登记造册，
并在船体
关保障措施，逐户核查住房、土地、人
醒目处喷漆编号，做到“一船一档”。二
口、家庭、渔船网具、社会保障等实际情
是对
“涉渔船舶”
采取转换和拆解相结合
况，并严格遵照上级相关文件精神，积
的方式，一方面将“涉渔”船舶转换成生
极稳妥引导渔民转岗就业，确保渔民退
产生活用船，并与船主签订好禁捕退捕
得出，稳得住，能小康。燕厦乡湖山村
协议，另一方面对转移上岸的”涉渔“船
之前是捕鱼大村，村民梅前皇在乡政府
舶采取先评估后拆解的方式，评估价格
发出”禁捕退补、渔民上岸“的号召后迅
由船主当场认可签字。三是对上岸的” 速响应，将渔船、渔具进行拆解销毁，同
涉渔“船舶实施分点清理。为进一步营
时靠着勤奋务实，如今已成为当地小有
造退捕禁捕氛围，
新庄、
新屋等村的涉渔
名气的水果种植大户。
党员均带头将渔船进行上岸拆解。
“退捕
“富水湖流域退捕禁捕是长江流域
禁捕是造福后代的事，身为党员更要带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的重要一环，
好头！
”
新屋村的渔民陈绪来表示。渔船
协调好开发与保护至关重要。
”
燕厦乡党
上岸后，陈绪来已经开始着手通过养殖
委书记陈东表示，
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
鸡鸭来转产增收。
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
在做好退补
党建引领，市场监管加强源头管
禁捕的同时，
让渔民有序平稳的上岸，
度
控。富水湖禁渔工作展开以来，燕厦乡
过转产安置的阵痛期，用过硬的党员队
市场监管所发挥职能优势，下达了《关
伍打赢富水湖流域退捕禁捕这场硬仗。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讯
员 吴仪）
“乡贤理事会成员要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主动担当
作为，带头从自家门前整治起，
为家乡美丽乡村建设添砖加
瓦。
”
日前，
南林桥镇石门村乡贤
理事会理事长夏建国在该村人
居环境整治推进会上表态。
近日，
南林桥镇大力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
通过村务宣传
栏、村民微信群等平台载体，召
集村民代表、
在家乡贤等进组入
户宣传环境整治的意义，
激发群
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使全域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家喻
户晓。连日来，南林桥镇 60 余
名乡贤理事会成员积极发挥通
乡情、
晓村事的优势，
号召1000
余名群众参与到村庄整治建设、
环境管护、生活垃圾治理中来，
全面清理村内道路、
房前屋后卫
生死角，
使乡村由
“一处美”
变为
“一片美”，
使村民的观念由
“要
我干”
转变为
“我要干”
。
“下一步，我们将以完善乡
贤理事会服务网络为基础，
激活
乡贤活力，
积极引导乡贤理事会
在参与基层治理、涵育文明乡
风、
助推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南林桥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通过定期评比，以模范
带动、
分享经验等方式引导村民
转变观念，
不断增强村民自觉维
护人居环境的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