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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贫困村走进贫困村 4848、、4949

崇阳县沙坪镇堰市村，依河而建，与通
城县四庄乡华家村一组隔河相望。两岸村
民依靠一座石板桥来往通行。

村民介绍，长约70米的石板桥用条石
搭建而成，1954年大水后建造。平时摩托
车、板车能过，但小车无法通行。

因河里经常涨水，每逢山洪来袭，石板
桥“不堪一击”，待水回落村民再将桥修
复。近两年山洪频发，一年修建多次。因
反复修建造成桥墩越修越深，经去年6月

山洪冲击后，石板桥再无法修复，村民无奈
搭起简易木桥。

堰市小学是沿河两岸的中心小学，覆
盖崇阳、通城两地100多名学生。校长周
四海说，每年汛期令他焦虑不安，每天清晨
便到板桥中间站着，看着学生安全通过后
方返回，年年如此。大家希望“建一座不惧
怕洪水的桥”。

因两岸是两县的两个村，建桥谁出
资？崇阳、通城两县一直在协调，但未果。

去年11月12日，年过半百的万里玮
和几名同村热心村民商议，成立民间募捐
修复筹备委员会，定于今年下半年（枯水
期）建造钢筋水泥桥，预算资金160多万
元。

在罗东源和洪清辉两位老人带头捐资
下，先行募集资金10多万元。随后向社会
发出募捐倡议书，并在老乡社交群转发，至
今年春节后，筹得资金70多万元。

与此同时，崇阳县交通局请来专业建

桥公司承建，村民出资50万元后，剩余的
钱由该局兜底。通城县政府给予40万元
帮助，用于修建桥两侧护坡。

11月25日，记者看到，新修的堰市桥
桥梁主体工程已建好，两端的基础已挖好，
正在做引桥工程。桥头的一面墙上，贴着

“堰市桥民间募捐修复捐款名录”。
万里玮介绍，新建的桥墩深达32米，

直达岩石上，非常牢固，该桥宽5米、长62
米，预计将在元旦前全部修建完工。

合力修筑同心桥
记者 王凡 通讯员 程二春 李玉娥

陆水湖非公经济支部联合其他单位

为留守儿童献爱心
本报讯 通讯员赵文波、吴慧报道：近日，赤壁市

陆水湖非公经济支部以“主题党日+”为平台，迅速掀
起学习徐建军同志的热潮。

随着热潮的掀起，日前，陆水湖非公经济支部联
合陆水湖办事处、赤壁市工商局、赤壁市个私协会等，
来到陆水湖小学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捐赠活动。捐赠
单位有鸿鑫服饰有限公司、华瑞线业有限公司等14
家，共捐赠现金8500元，购买学习用品文具100余件，
资助留守儿童20位。

“昔日歇马山，终日薯当餐；今日烽火
台，天天游客满。”日前，在崇阳县白霓镇洪
泉村走访时，贫困户孙水亮用当地方言即
兴编了段顺口溜。

歇马山，是洪泉村曾经出了名的穷地
方；烽火台，是洪泉村今年新建的旅游景
点。“竟然能在这里见到长城！”如今，人们
走进洪泉村时，都会这么感慨。

洪泉村地处白霓镇东南方向，有8个
村民小组，552户，共2056人。

由于交通闭塞，村民缺乏增收产业，大
都外出打工，留下老年人在家带孩子，村集
体经济全靠一个年收入才4万块钱的小型
砖瓦厂。

“守着金饭碗要饭，曾经是我们村的真
实写照。”80后村支书孙愁说。

2014年5月，孙愁当上村党支部书记
时，发现村里虽穷，但是历史人文底蕴非常
深厚，不仅有自然的美景，而且还有瀑布飞
流的远陂古堰、黄巢起义时的遗迹冲天泉，
以及小岛、寺庙……很适合发展乡村旅
游。

孙愁发现，村里只是缺少强有力的推
手，所以赏心悦目的青山绿水、独具魅力的
地域风情和绿色环保的特色农产品都只能

“孤芳自赏”。

去年8月，在精准扶贫工作队的帮扶
下，村委开始谋划振兴之路。通过整村规
划，新建远陂堰风景区，项目总面积40余
亩，修建了152米的微长城、小型天然游泳
池和生态农家乐，村民还自己投资建成了
水上乐园、跑马场和停车场。

一时间，游人络绎不绝，洪泉村成为如
今年收入10万的景区村。在该村六组，村
委会投资30万元，利用歇马山水库改造成
一个30亩的精养鱼池，年可创产值2万元。

“原先在上海打工，去除房租、水电费
等，剩不了多少。如今终于在家门口找到
了‘生财之道’。”说起身边的变化，村民龚
琴感触颇深。家乡成为景区后，他们开始
做农家饭馆，生意越来越红火。

“我家田地全流转出去了，每年可以有
1万多元的进账。现在，我在景区周边搞
销售，还给附近的老板开车，每月少说也能
挣些钱。两年不到，就能把以前孩子上学
时的欠账还清了。”贫困户饶克俭笑着说，
在扶贫工作队的支持下，他和妻子甘彩霞
夫妻还承包了一个
占地 8 亩的苗木基
地，同时养了 3000
只鸡、鸭、鹅，成了全
村产业发展示范户。

“吃穿住用不需愁感谢共产党，就医
就业有保障不忘政府帮”、“党心暖民心，
恩情永不忘”。 11月26日，通城塘湖镇望
湖村集中安置点落成，10户集中安置贫
困户领到钥匙，“拎包入住”新居。大门两
边红红的对联，道出了村民们的心声。

望湖村是集山区、苏区为一体的省级
重点贫困村，现有贫困户182户，496人。

虽然经济上较为贫穷，但望湖村却和
她的名字一样富有诗情画意：空气优良，
环境优美。村里有历史悠久的兰若寺，有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有漫山遍野的
野樱花，是黄袍山深处的一块璞玉。

去年，由市政法委、市司法局、市人防
办等单位组成的扶贫工作队进驻望湖村，
开始了“琢玉”之旅，一场脱贫致富的攻坚
战在这个贫穷而又富饶的村庄打响：

要致富，先修路。工作队筹集资金
300余万元，新修建村组公路5.6公里，拓
宽村级公路3.9公里，实现了户户都通水
泥路；积极帮助协调征地搬迁等事宜，将

全线通车的幕阜山旅
游公路穿村而过，制
约望湖旅游发展的

“瓶颈”被彻底打破。
要 发 展 ，搞 生

产。扶贫工作队引进企业家刘勇投资
1000多万元，帮助其流转土地2000余亩
种植油茶，安排贫困户就业，每年发放工
资40余万元……

同时建起了50亩精准扶贫产业扶持
蓝莓基地。“基地距离集中安置点不到100
米远，农户在基地务工月工资平均达3000
元。保证他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市政法委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郑卫平说。

同时，对有养殖能力的贫困户免费赠
送猪苗、鸡苗、鸭苗、鹅苗等，以及养殖饲
料。工作队与农户签订合同，养殖户必须
连续性养殖，否则收回上一次的所有费
用，激励农户自力更生勤劳致富。

在保护好原生态环境的同时，驻村工
作队着手对望湖进行精雕细刻，精细打
扮：投资50万元，在全村栽种桂花、香樟、
樱花等树苗，妆点望湖的山山水水；投资
50万元建设安全引水工程，家家户户都喝
上自来水；投资50万元新建村卫生室、老
年活动室……

经过扶贫工作队一年时间的“雕琢”，
望湖村旧貌换新颜：路变宽了，山更青了，
水更绿了。更为重要的是，扶贫工作队改
变的不仅是山村的面貌，更提振了村民走
上致富路的信心和希望。

站在通山县大畈镇板茶大桥桥头，面
对浩淼的富水湖，一幅美丽生态富裕的新
农村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富水龙珠湾生
态度假园游人如织，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叫
买卖声不停，水果采摘园笑声不断，集办
公、学习、娱乐于一体的村“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为大楼顶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当地老百姓说：“这得感谢省纪委监察
厅驻通山县新农村建设工作队。”

一
2015年11月初，在队长刘时俊的带

领下，省纪委监察厅驻通山县新农村建设
工作队来到驻点贫困村板桥村。

来到板桥村的第二天，工作队就开始
调查该村的村情家底，三周后摸清了全村
375户村民的基本情况，走访了村办企业
麻饼干和油茶基地。

在做到情况明底子清后，工作队召集
镇、村、组干部和党员、村民代表会，制定了
板桥村新农村建设三步走两年规划。第一
步借精准扶贫工作东风，用最短时间解决
144家贫困户的吃饭问题；第二步完善村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第三步发展

生态旅游业，大力实施产业富民工程。
工作队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强村级基层

组织建设，从县直机关选派一名干部到板
桥村任第一书记，同时争取省发改委、财
政、水利、国土、电力等单位支持，投资16
亿元，打造富水龙珠湾生态度假园、农副产
品交易中心、水果采摘园。到目前，集办
公、学习、娱乐于一体的村“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已投入使用，村中心商务区主体工程
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已竣工，龙凤岛养殖体
验区平基工程完工，温泉中心、沙雕浴场、
水果采摘园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工作队采取“公司+基地+村委会+农
户”的模式，通过二次流转，集中了3000亩
山地连片发展油茶；在田畈中建成13个香
菇大棚基地。该村实现山上栽油茶、林下
养土鸡番鸭、山下种香菇的主体种养模式。

村支书刘鹤铭感慨：“在队长刘时俊的
带领下，工作队队员们就像‘拼命三郎’，为
村里发展尽心尽力。”

二
刘会忠一家是村里有名的特困户，体

质差身体不好，老婆有智障，老母亲身体也

不好，一双儿女正读小学，一家五口挤在一
间破房里，靠低保和微薄补贴生活。

刘时俊得知情况后，主动承担起帮扶
刘会忠家摆脱贫困的责任。他到县人社局
为他家安排2个保洁员岗位，帮助贷款5
万元，排靠在镇里的阳春园饼厂，每年保底
分红一万元。刘会忠母亲逢人就说：“党和
政府真是好，感谢省纪委，感谢刘队长！”

通过调查了解，工作队发现板桥村有
12户孤寡老人无人料理，引进湖北金利集
团援助200万元，建起占地1000平方米的
幸福苑，让12位孤寡老人喜居华堂。

在工作队的帮扶下，村里36家贫困户
大力发展种养殖业，人平年收入达万元以
上；50余人“足不出门”在工作队引进的枇
杷园和枇杷酒店上班，人平收入达万元。

三
“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刘时俊离

开家去板桥村时，妻子这样说。
2014年11月初，刘时俊刚到板桥村

第二个星期，老母亲突患重病，几度垂危，
他没有请一天假，每天都是星期五晚上回
武汉，星期一一早就从武汉乘车到通山。

今年5月中旬，岳母突发脑溢血，在武汉中
南医院做颅部手术，全是妻子一人照料，他
仅到医院看望一次，又勿勿赶回通山。

他常对妻子和小孩说：“受省纪委监察
厅委托，板桥村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村里的
百姓在看着我、等着我带着他们干。”他每
次回家只能用这句话来宽尉妻子和家人，
并主动做饭、洗衣、拖地板……在过去的一
年多时间，他把对家人的亏欠、理解和支持
化为工作的动力，用成绩来回报妻子和家
人对他工作的支持。

村庄的面貌变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
了，板桥村的名声也大了。刘时俊的辛勤
劳作，也获得了社会各方的认可。一年多
时间，《新华每日电讯》、《光明日报》等26
家知名媒体对刘时俊所在工作队的精准扶
贫工作给予高密度报道，《湖北日报》整版
介绍板桥村精准扶贫工作经验；今年4月9
日，《湖北卫视》新闻联播节目用5分钟专
门报道了工作队扶贫事迹；今年7月，板桥
村党支部被评为全省村党支部“十面红
旗”；10月，刘时俊本人被评为全省扶贫开
发先进个人。

脚印农家苦为乐
——省纪委监察厅驻通山工作队办实事纪略

通讯员 王能朗 谢宏波

市委宣讲团走进高新区

深入贯彻把握实质学以致用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柳瑞光、杨必正

报道：昨日，市委宣讲团走进咸宁高新区，宣讲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曾
国平，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汪凡非参加学习。

曾国平强调，要在深入宣传贯彻上下功夫，高新区
机关各党组织要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学习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突破口，努力在全区上下掀
起学习宣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要在把握精
神实质上下功夫，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在遵守党章党
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重大问题上坚定
不移，做对党忠诚、干净、能干事的干部；要在学以致用
上下功夫，要深入思考，切实以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指
导工作，以此次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为契机，
推动全区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政府法制办主任舒宇光作
了题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报告。

旅游拓宽致富路
见习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陶然

市委宣讲团走进市政协

宣讲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见习记者马丽娅、通讯员程文敏报道：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1日下午，市
政协举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市政
协副主席周力、孙基志、尤晋参加。

市政协要求，市政协要把学习宣传活动切实抓紧抓
好，把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上来。要认真落实全民从严治党的要求，用《准则》和
《条例》严格要求自己；要把学习贯彻精神和政协工作、与
抓好当前换届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学以致用，融会贯通，联
系实际，加强研究，推动政协工作不断跃上新台阶。

报告会特邀请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政府研究室主任
鄢文军作专题报告。会后，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
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到政协履职工作中，广泛凝聚人心、汇
聚力量，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扶”出望湖新希望
记者 姜明助 特约记者 刘健平 通讯员 熊康

我市开展城区企业安全生产检查

狠抓安全生产不放松
本报讯 见习记者陈希子报道：昨日，副市长吴刚

重点检查城区部分企业安全生产落实情况。市安监、
消防支队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检查。

检查组一行深入高新区三环方向机、中石油燃气
咸宁分公司等企业生产车间，实地察看各类消防措施
是否配备到位、运行正常，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
相关工作汇报，并仔细询问了生产运营、设备维护保
养、隐患排查管理等安全工作。

吴刚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提高认识，深刻吸取
全国近期发生的安全事故经验教训，层层传导压力，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绷紧安全生产弦时刻不放松。
切实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
故”的意识，加强安全生产人工培训，周密安排部署，提
高应急预警能力，确保安全无事故。

种楠竹
拓宽致富路

11月29日，赤壁市余家桥乡余家桥村
竹仙酒基地内，当地村民在查看楠竹生长
情况。

该基地占地面积500亩，由市商务局、
咸宁中行等驻村扶贫工作队与湖北药姑
山生态产品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流转方式
进行开发种植。

据介绍，生长的楠竹成品将做成竹
筒，再运用高科技手段注入原浆高梁酒，
自然发酵，提高酒品附加值，可让36户村
民走上致富路。 记者 袁灿 摄

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

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方兆淼，男，汉族，湖北嘉鱼人，1975年8月生，在

职大学学历，1997年8月参加工作，1996年1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曾任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办公室主任、预算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
组成员。拟提名为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人选。

公示时间：2016年12月2日至2016年12月8日。
公示期间，广大干部群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短信和网
络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德、能、勤、绩、
廉以及遵守组织人事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反映情况要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倡实名举报，以便调查核实。

来信请寄：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
心，邮政编码：437100；举报电话：0715-8112380、
0715-8126110；短信举报号码：13971812380；举报
网站：http://www.xnzg.gov.cn（咸宁组工网）。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16年12月1日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中行咸宁分行举办“中行杯”征文竞赛
本报讯 通讯员刘闻报道：为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全体党员“四个意识”，做合
格党员，中国银行咸宁分行与白茶社区联合举办了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行杯”征文竞赛。本次活动
得到了白茶社区所在地19家单位的支持，共收到征文
168篇，经过初评筛选46篇。特聘市委宣传部、市广播
电视局、咸宁日报社以及咸安区人大的专家组成评审会
进行评选，共评选出一等奖2篇，二等奖4篇，三等奖6
篇和优秀奖5篇，评选参赛单位优秀组织奖3个。

中行咸宁分行同时倡议社区联席会成员单位加
强沟通和合作，以“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为载体，
实现互利共赢局面。

目前，中国银行咸宁分行同时还与白茶社区签订
了《金融网格化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