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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
坛）发帖称，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700多户
居民频受断水之苦，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
进行督办，拿出彻底解决方案，还百姓一
个舒心的生活环境。

8月3日，记者就此事进行了采访。

住户：4年间频受断水之苦

网民“先生”发帖称，他是天洁国际华
沙城一期的住户，一期的十几栋住宅楼
内，数百户居民频受断水之苦数年。

7月份，城区发生停水事件，后来恢复
供水，而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却持续7天
断水，居民们叫苦不迭，怨声载道。

居住在该小区的37栋2单元的胡女
士告诉记者，她是今年上半年入住该小区
的，小区内断水是常见的事情。今年四、
五、六月，小区内几乎每个月都有断水现
象发生。“什么时候能正常供水不再断水，
是居民们的共同愿望。”

说起断水问题，居住在28栋2单元2
楼的住户朱先生最有发言权。据他介绍，
4年前，他正式入住华沙城，4年间，已经记

不清断了多少次水。一断水，家里人吃
饭、上厕所、洗澡都成了问题，家里长期放
着4桶桶装水，断水时就用桶装水做饭、洗
菜，洗澡则只能去父母家解决。

4年间，他与其他700多户居民联合
一起找过几次物业公司，但至今都没有得
到正面的回复，他希望相关监管部门能给
个说法。

物业：设计不当，水压不足

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为何经常断水？
记者与天洁国际华沙城物业、开发商

取得联系，相关负责人解释了小区内经常
断水的原因。

咸宁宇源天洁国际华沙城服务中心
前台主管李辕说：“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
自来水供应不足问题由来已久，物业公司
也多次与开发商协商，希望能早日解决居
民的长期用水问题。”

他坦言，咸宁宇源天洁国际华沙城服
务中心是今年7月1日入驻天洁国际华沙
城的，为小区居民提供物业服务。供水问
题主要是由开发商与联合水务公司从中

联系，物业只是起到协调作用。
天洁国际华沙城开发商陈洪明回应

称，天洁国际华沙城早在建设之初，便将
小区的自来水管网的建设权交由联合水
务来负责，规划设计、铺网建设总共用掉
了几百万元。自来水供水出现问题后，
开发商第一时间找联合水务了解情况，
才得知，由于一期的管网全部采用直供
水方案，存在设计不当问题，相关的建设
没有达到标准，导致住户家里水压不足，
供水成问题。华沙城先后完成建设后，
原来一期的供水问题凸显。目前，相关
负责人为解决此事，先后组织了几次碰
头会。

部门：本月15日前完成管网改造

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断水问题将会
如何解决？何时解决？

记者联系了咸宁联合水务公司，该公
司二次供水运营部经理阮学军表示，目
前，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管网改造方案已
落地，将于8月15日前完成管网改造。

阮学军介绍，早在几年前，便有居民

向他们反映供水问题，后来，因涉及改建
工程的费用等问题，一直延迟至今。这
次，全城停水，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的供
水问题凸显，管网改造工作迫在眉睫。

一个月前，该公司便制定了此次管网
的改造计划。该公司将从小区门口对面
的马路接一根水管过来，增加天洁国际华
沙城一期住户的供水水压，此次管网改造
总投资10万元左右。等雨一停，便会马上
开工，将彻底解决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
700多户住户的供水问题。

记者随后与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住
户联系，告诉他们这一好消息。居户胡女
士表示，已收到开发商、联合水务的联名
签字，承诺在8月15日前完成管网改造，
希望这次能彻底解决小区的供水问题，让
居民不再频受断水之苦。

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700多户居民

频受断水之苦何时了？
记者 朱亚平

孙鉴村描绘致富蓝图
记者 张敏 特约记者 李旻媛 通讯员 张兵

锄草、浇水、修枝……7月29日，在咸
安区双溪桥镇孙鉴村油茶基地里，贫困村
民陈金山和妻子朱早保顶着烈日，忙得不
亦乐乎。

他们开心卖力的劳作，动力来自于脱
贫致富的盼头：基地务工一天一人100元，
加上自家竹林马上到来的收益，一年可增
加万余元收入。

陈金山前几年患了大病，治病花费20

万元，报销后自己出了7万元，老伴身体也
不好，两个女儿又帮不上什么忙，让本就贫
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好在区财政局精准扶贫工作队来了，
带来了扶贫资金、产业项目、悉心指导，更
给全村165户422名贫困村民们带来了致
富希望。

在区财政局精准扶贫工作队的帮助
下，油茶基地建起来了、茶叶合作社开起来

了，贫困户们除了以土地或技术入股，还能
在其中务工领工资。

同时，区财政局精准扶贫工作队争取
整合各项资金207万元，与江南春竹业合

作，利用该村丰富的竹资源开起竹产品加
工厂，目前厂房正在抓紧建设，预计10月
初可建成开工。

陈金山开心地说：“有这么好的政策扶持，
加上自己的努力，我相信脱贫致富不是梦。”

孙鉴村的致富蓝图，正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逐渐清晰。村支书陈宝安介绍，除
了油茶、茶叶、竹加工厂等，区财政局正在
规划光伏发电项目，待这些产业项目发展
起来，全村脱贫致富指日可待。

精准精准扶贫 不落一扶贫 不落一人人

咸宁天气：受副高外围偏南气流影响，5～7日多云有阵雨，天气凉爽舒适。具体预报如下：5日：多云有阵雨，偏东风1～2级，26～32℃;6日：多云有阵雨，偏南风1～2级，26～32℃；7日：多云有阵雨，偏东风1～2级，26～32℃。今天相对湿度：65～90%。

综合新闻

不忘初心写忠诚
市水务局防汛救灾一线践行“两学一做”系列报道之二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大汛再一次考验水利人的职业操守和

专业素养。关键时刻，一大批水利人挺身
而出，冲锋在前，用智慧和经验一次次化险
为夷，保卫着万千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月5日凌晨2时许，通城县四庄乡青
草岭水库泄洪导致下游发生了山体滑坡，
疑似形成堰塞湖，严重威胁下游数千名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接到险情报告后，市水
务局副局长徐学利、水库科长汤隽雅匆匆
爬起来，紧急赶赴通城。凌晨两点半，赶到

现场的他们，发现现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大
约100多米长、约2米多深的堰塞湖无法
进出。此时这里瓢泼大雨，上游洪水湍急，
消防皮划艇也无法进出。

6时许，雨量变小，两人商量果断与消
防人员乘坐皮划艇，强行挺进堰塞湖。山
上的碎石、竹木裹挟着泥土冲刷而下，随时
可能被砸中。冒着生命危险，徐学利摸清
堰塞湖的面积和水深，以及滑坡体的体积、
现状，研究确定排险方案，指导水利员安装
倒虹吸排水设施，配合泄洪道、输水管共同

排水，库水位迅速降低。7时15分，水库
水位降至溢洪道口平面，溢洪道停止溢
洪。此时，两人已经在水中整整泡了一夜
……

7月9日晚，嘉鱼潘家湾变电站刀闸线
夹温度高达270度，一旦停电，余码头泵站
将无法运行，后果不堪设想。危急关头，市
防办总工刘四清紧急赶往现场，指导督促
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泵站正常运行，现场制
定抢险排险方案，协调准备抢险物资，一直
忙活到凌晨4点半。

7月11日，赤壁连江支堤柳山黄花场
桩号1+810出现0.3米的管涌，赤壁黄盖
湖堤出现管涌群。当晚，管涌险情有扩大
之势。险情就是命令，凌晨两点雨骤风急，
淌着泥水举着手电，56岁的长江堤防活地
图、前任堤防局长石磊同志紧急赶往赤壁，
现场指导技术人员采取砂石料导滤、围堰
蓄水反压等，有效防止了险情进一步扩大。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水利人的身
影。入汛以来，市水务局成功指导了通山
县塘窝、通城县青草岭、崇阳明星塘等水库
险情以及长江湖泊管涌、散浸等30余处重
大险情处置和抢护工作，实现了险情零伤
亡。面对超标准洪水，全市536座水库，其
中包括83座未除险加固的水库均安然度
汛，无一失事，有效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通讯员 敖琼）

8月3日，市新华书店迎来一群身份特
殊的小伙伴，他们共有一个心酸的名字：

“留守儿童”。然而这一天，翻阅丰富多彩
的图书、获赠各式心仪的文具、观看最新
上映的电影……他们拥有了爱心守护，不
再孤单，快乐无比！

为丰富留守儿童的暑期生活，引导他
们爱上阅读、享受阅读，当天，市全民阅读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市新华书店，在
咸宁书城举办了以“爱心守护·我们与你
同行”为主题的留守儿童暑期文化夏令营

活动，来自咸安区大幕乡马安头村、泉山
口村近30名留守儿童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早上四、五点，孩子们就跑到我家
里，问什么时候走。”大幕乡马安头村妇联
主任金早英说，这些留守孩子得知要来参
加文化夏令营，个个兴奋得不得了。

望着书城玲琅满目的各类图书，泉山
口村11岁的程方泉眨巴着眼睛，满脸向
往。他说，爸妈在广州打工，自己喜欢漫
画，更喜欢看科学探索、科幻之类的书，

“第一次来这么大的书店，开心。”
市新华书店经理助理朱山明说，这次

活动旨在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留守儿
童，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广全民阅读，
希望藉此唤起留守儿童们的阅读兴趣，同
时扩大书城影响力。下一步，各县市区新
华书店也将推出类似活动。

活动当天，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胡卫平与孩子们亲密
互动，并寄语孩子们，要爱学习、爱阅读，
通过阅读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市新华
书店还为30位小朋友每人赠送了文具和
学习用品，并带他们吃饭看电影。

留守儿童进城逛书店
记者 李娉

通城县大数据

监督检查落到实处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徐启超报道：近日，

通城四庄大溪村在村务公开栏张榜公布该村大数据
监督检查调查处理情况，村民对这一举措拍手叫好。

四庄乡纪委书记葛春玲表示，通过开展大数据监
督检查，给百姓交一本明白账、清白账，旨在让惠民政
策真正惠民。

这一幕不止发生在四庄乡。据了解，截至目前，
通城大数据监督检查工作共计查实问题涉及重点人
员430人，拟立案的144人，组织处理143人。

“立案一起、追缴一起、处理一起、公示一起。通
过开展大数据监督检查，让惠民政策落实到位，是推
进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抓手和直接体现。”该
县大数据办负责人胡何必说。

高温下
施工忙

7 月 26 日，赤壁市陆水湖大道北
段修复改造工程加紧施工。当日，高
温橙色预警气温最高达38度，市政公
司工程建设者顶着烈日，坚持按进度
施工，尽快解决附近市民出行难问
题。该工程总投资约1100万元，预计
10月底完成改造。

记者 张大乐 通讯员 余庆 摄

我市开始收购早籼稻
最低收购价执行至9月30 日

本报讯 记者王远远、通讯员陈长望报道：为了保
护种粮农 民利益，确保农民增产增收，7月30日，我市
正式启动早籼稻最低价执行预案。

按照预案，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每市斤1.33元，以
今年生产的国标三等早籼稻为标准品，相邻等级之间
的等级差价按每市斤 0.02元掌握。今年早籼稻最低
收购价政策执行期截止9月30 日。

据悉，我市获批委托收储库点共有2个，分别是
中央储备粮咸宁直属库（赤壁市）和湖北省储备粮咸宁
储备库有限公司（咸安区）。

市领导检查

征兵体检工作
本报讯 见习记者陈希子、通讯员葛先旺报道：昨

日，市委常委、咸宁军分区司令员王炽松，副市长杨良
锋，咸宁军分区政委关苏前往市第一人民医院、通山县
人民医院等医院的征兵体检站，检查全市2016年度征
兵体检情况。他们和应征入伍青年进行亲切交流，并
提醒体检相关部门做好高温天气的后勤保障工作。

今年我市征兵体检从8月1日开始，经体格检查、
政治考核、走访定兵等程序，9月1日开始批准入伍。
目前咸宁千余人参与征兵体检。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调动大学生参军入伍积极
性，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全日制本科、高
职高专毕业生、在校生和新生应征服义务兵役的，可享
受优先征集入伍、增发优待金、学费（助学贷款）减免或
优惠、士兵提干、复学深造、复员就业等系列优惠政策。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推进网格化 监管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讯员漆晓乐报道：昨日，全

市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部署
下一阶段安全生产工作任务，要求推进安全生产网格化
管理，实现安全监管全覆盖。副市长周勇出席会议。

今年以来，我市对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
追责”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属地监管、主
管部门行业监管、安监部门综合监管的责任,全市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网格化建设，是今年全省安
全生产工作的重点。各地、各单位要在属地管理前提
下，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要求，将安
全生产网格化管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抓紧制定实施
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责任，全力抓好落实。

会议要求，各级政府要在行政村（社区）设立专兼
职网格员队伍，其报酬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
决。要将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为
信息平台建设、日常运行管理、网格员业务培训提供
财力保障。各级综治、安监部门要促进资源共享，积
极与综治部门对接,通过定期组织召开例会，通报工
作情况，分析形势，研究解决问题，形成工作合力，进
一步打牢安全生产根基，把安全生产植入到网格管理
体系，做到安全监管全覆盖。

（上接第一版）

谋长远有“钱”途

高新区围绕市域总体发展规划，将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规划

“多规合一”，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启动咸宁金融信息
港、横沟新城及科教新城、五大专业园区的规划、选址工
作，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式、全方位的科学发展格局。

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多
梯次的项目建设，奠定了高新区持续发力的基础。

市委常委、高新区工委书记曾国平如数家珍：奥瑞
金两片罐项目经过一年时间的建设，完成投资13亿
元，已于6月份建成投产；投资10亿元的立邦涂料，4
月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底或明年初投产；投资5.5亿元
的三环奔驰方向机，3万平方米主体厂房已建成，三季
度可投产……

咸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汪凡非表示，按照目前的
发展态势，明年再看高新区，产值、利税翻番志在必得。

经济下行，不影响高新区谋划长远；产业升级，倒
逼高新区优化环境。

高新区围绕项目落地和市区一体化要求，推进征
迁、水电气、通讯设备、路网、路灯、村民还建点、园林绿
化、污水处理厂、公交等配套设施建设，服务功能不断
优化完善。

2016年3月，中建七局、中国一冶两家建筑行业
航母级企业中标一体化项目，短短几个月，即按要求完
成了高新区建成区道路刷黑、基础设施升级配套工程。

园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意味着高新区的承载能力
和竞争能力日益提升。

一系列打基础谋长远的行动，解答了高新区奇迹
产生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