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以晴好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6日：晴天，偏北风2～3级，3～12℃；7日：晴天，偏北风1～2级，3～15℃；8日：晴天，偏北风1～2级，3～16℃。今天相对湿度：45～85%。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王远远

电话：0715－81287702版
2016年12月6日 星期二

E-mail:xnrbxwb＠163.com 综合新闻

“我5年前借了钱给朋友，现在他不还
钱了，我可以起诉他吗？”

“还钱有效期限过了没？有没有口头
预约？如果口头约定了推迟还钱时限，那
他还是要还你钱的！”

4日上午，通城县麦市镇向阳社区石
咀山文化广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
导师、该校法律事务部部长雷兴虎的专业

解答，给居民郑活先吃了一颗“定心丸”。
12月4日，是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当

天上午，省普法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市
普法办、市县司法局等单位携手，在向阳社
区石咀山文化广场举行“12.4”国家宪法日
法制宣传活动。专家现场接受法律咨询，
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活动现场，该县政法系统、宣传系统等

行政执法单位设置的宣传展版，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吸引了不少村民驻足观看学
习。现场发放的宣传挂历、法律宣传册、法
律明白册等，更是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
势。当天，该镇还分别在各村社区文化广
场、村委会周围开展了大型的法治宣传活
动，解答群众咨询300余人次。

“听了专家的分析和解答，我心里总算

踏实了。”专程前来请教一起纠纷处理办法
的麦市村村民葛世雄，满意而归。

该镇党委书记梅夏明告诉记者，全镇
将充分利用“12·4全国法治宣传日”、“三
下乡”、“综治宣传月”、“3·15维权服务”等
专题活动，宣传各项法律法规。通过开展
法律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乡
村等普法活动，提升党员干部群众的法律
意识，打造“法治麦市”。

博导送法进社区
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何兵方 李世鹏

精准扶贫精准扶贫 不落一人不落一人

走进贫困村走进贫困村 5454、、5555

横石潭属于通山县九宫山镇镇中村，
有14个村民小组、482户，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57户、181人。

11组村民吴金龙家是因病致贫的典
型。吴金龙今年60岁，在村里干了28年文
书，2011年退休。

“原以为退休可以享清福的，没想到生
活却更难了！”11月25日，吴金龙说，2011
年底，妻子周春凤因脑溢血导致瘫痪在床，
吃喝拉撒全靠家人照料；他自己患有严重
的糖尿病，一直靠药物维持，也没有退休工
资。吴金龙有三个孩子，大女儿远嫁广东，
二女儿为照顾父母至今未婚，小儿子当兵
转业后在家待业。一家人收入没门路，全
靠大女儿寄钱回家维持生活。

今年，驻村工作队出资，为吴金龙买了
两头仔猪，年底就可以出栏了；通过“扶贫
贷”挂靠村里的养殖大户，吴金龙每年还可
以分得一定的红利。

“我今年总共签了4份协议哩！”吴金
龙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叠纸，记者看
到，里面不仅有“潭村帮扶贫困户养殖协议
书”、“横石潭村精准扶贫挂靠协议”，还有
帮扶贫困户光伏发电的协议。

跟吴金龙一样，村里大部分贫困户家
都有这几份协议。

这些喜人的变化，与镇村干部和驻村
扶贫工作队的努力分不开。横石潭村是市
国土局、市档案局、中石化咸宁分公司的帮
扶点，有4名干部长期驻村。当日，记者走
进该村精准扶贫工作指挥部时，市帮扶工
作队队长、市国土局干部宋坚强正在跟村
民讲解光伏发电的效应。

宋坚强说，横石潭村田少、山少、地少，
村民们的收入大多依靠外出打工。从进村
第一天开始，驻村扶贫工作队便开始挨家
挨户走访，摸清情况，对症下药。

“我们给横石潭村40多户有条件的农
户，每户发放仔猪2头；利用‘扶贫贷’挂靠
种养大户，估计 3年内每户可增收 5000
元。现在，村里正在筹建一个500KW的光
伏发电项目，为28户建设户用电站；易地
搬迁集中安置点正在施工，确保年底贫困
户就可以入住……”
镇党委书记张炳恩掰
着手指边算边说，今
年实现村出列、户脱
贫的目标，没问题。

凝心聚力摘“穷帽”
记者 夏正锋 见习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袁德令

3日，冬日暖阳照耀大地。在通城县
麦市镇盘石村富民黑山羊合作社，上百只
黑山羊自由地在林间觅食，羊场里不时传
来“咩咩咩”的叫声，给这个昔日寂静的山
沟增添了生机和希望。

贫困户何国雄一边规整着养羊的饲
料，一边感慨：“加入合作社，让我这个贫困
家庭有奔头了。”

何国辉就是这个合作社的法人代表。
之前，他只是当地的一个养羊大户，当地的
贫困户时不时在农闲时期到他的羊场打零
工，每天何国辉都能给予这些人150元的
工资。

自扶贫以来，政府出台了各种优惠政
策。在村两委的宣传中，他们发现，还有专
门针对贫困户的精准扶贫贷款。几番咨询
之后，根据村里几个贫困户情况，他们每户
可以贷到两万元的无息贷款。

考虑到贫困户的技术和资金能力，何
国辉跟5户贫困户签
订了分红合同。有了
这份合同，贫困户的
无息贷款可以注入到
何国辉的合作社，每

年年底，何国辉又可以给贫困户分红。
“这种方式非常灵活，既给贫困户多了

一层收入，又能缓解我们合作社的资金压
力，双赢啊。”何国辉感慨。

在合作社分红合同的帮助下，何国辉
跟何国雄、镇利贵等5户贫困户联合贷款
10万元，预计到年底，每户可以从何国辉
这里领到约3000元的分红。

“我们这些人在农闲时，还可以到合作
社来帮忙，打点零工，收入更有保障了。”贫
困户镇利贵说。

该村村支部书记王汉波信心满满：“我
们村有贫困户104户，316人，今年可以整
村脱贫出列。”

富民黑山羊合作社只是该村产业扶贫
的一个代表，该村还成立了磨箭岭水产养
殖合作社以及养猪合作社，将产业扶贫户
都纳入进来，帮助他们脱贫。

不仅如此，该村还建立了一个集中安
置点，目前主体工程即将完工，计划安置贫
困户19户，42人。规模为62.5千瓦的光伏
发电成为该村村级集体经济主体，预计每
年能为该村增加至少5万元的收入，助推
该村脱贫出列。

抱团发展奔富路
记者 王莉 通讯员 何兵方

整改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陆成茵、
潘奔报道：11月29日，咸安高桥镇整合镇
直单位组建7个工作专班，采取不打招呼、
现场查处的方式，对镇内7个铸造厂、2个
沙厂、3个非法采石点进行整顿。

区政府、区环保
局、区安监局等全程
参与此次环保整治行
动。镇职能部门负责

人对企业、厂矿老板进行现场政策宣讲，工
作人员向不达标企业现场发放停产整改通
知书、悬挂关停标志牌、拉闸停电停产。

该镇党委书记王顺荣说，在全区加强
环境治理的大背景下，排查、关停环评未达
标企业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下一步，
该镇将通过持续教育引导和巡察督办等措
施，实现环评未达标企业厂矿“提升一批、
整改一批、关停一批”总体目标。

成飞科技
抓紧建设

1 日，崇阳县经济开发区湖北成飞科
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加紧搭建厂房。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8000 万元，计
划建设4条钒氮合金深加工生产线，预计
年产钒氮合金 2000 吨，产值 1.5 亿元。项
目采用国内领先工艺，无“三废”排放，预计
明年年初建成投产。

记 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汪 佳 摄

本报讯 通讯员邹晓伟、陈蔚报道：12
月3日夜，市环保、住建、城管等部门联合
成立专班，对城区部分施工单位开展环保
生产联合督察。

督察人员深入城区恒隆华府、农科院
科技楼、联乐大厦等工地现场，实地检查园
区环保作业、渣土清运等情况，告示中心花
坛施工防治扬尘污染。

同惠广场未申报夜间施工许可，督察

专班发现后立即叫停，工地负责人表示服
从管理，将按督察要求严格规范工地作
业。市环境监测站还对工地噪音情况进行
了现场监测。

据悉，我市进一步明确责任目标，上下
联动，不定期开展环
保督查活动，旨在提
升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水平。

赤壁地税局

创建全民健康示范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吴学军报道：为推广健康生活方

式，赤壁市地税局通过宣传引领、制度建设、阵地保障
等多项举措，积极开展全民健康示范单位创建。

宣传引领。通过宣传橱窗、宣传展板、健康知识
培训、组织爬山、组建文体活动兴趣小组开展活动等
形式，将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态平衡的
健康理念，潜移默化地灌输到干部职工心中。

制度建设。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健康示范单
位创建领导小组，制定了工间操、健身活动、无烟单位
创建、健康体检、全民阅读等一系列制度。

落实阵地保障。逐步建起健身房、乒乓球室、篮
球场、图书室等场所，配备了各种健身器械，让职工养
成热爱运动、合理膳食、爱好阅读的健康生活习惯。

日前，记者在通山县医养中心拍摄的画面。该项
目位于通羊镇青山路，占地面积 58 亩，总投资 1.2 亿
元，可容纳160多位老人、孤残儿童在此医养。项目建
有医疗和养老照护中心两个部分，是通山县规模最
大、档次最高的医养中心。 记者 袁灿 摄

高桥镇开展环保整顿活动

咸安教育局与派驻纪检组

专项整治教师有偿补课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张柏林、梅敏、曾伟

报道：日前，咸安区教育局党组与派驻纪检组成立师
德师风组、日常监管组、追责问责组等3个领导小组，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禁止教师补课的专项整治活动。

据介绍，11月22日电视问政直播节目曝光了永
安中学个别教师私自组织学生补课的问题后，咸安区
迅速在全区范围内对教师有偿补课现象展开“亮剑”行
动。目前，该区90%的学校成立了禁止教师私自有偿
补课工作专班，对照整治的重点问题开展了自查自纠
整改工作，下发有偿补课自查情况登记表3000多份。

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个月的集中专项治理后
将转为常态化治理，对教师有偿补课行为将依据《在
职教师有偿补课处分和问责细则》给予记过、降低岗
位等级直至吊销教师资格、开除公职的处分。

我市开展城区企业环保生产督查

咸安地税局

织密协税护税网
本报讯 通讯员江恒结报道：随着新形势税制改

革的进一步深入，加强税收及附征规费征收管理，营
造公平、公正的税收环境，保障地方财力持续增长，维
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
展是税务部门的职责所在。

咸安区地税局积极作为，结合辖区税源实际，参
与制定《咸安区税费征管保障办法》，建立起“政府领
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与、司法保障、信息支
撑”为主要内容的协税、护税管理工作体系。通过强
化信息共享，在全区构建广泛的协税护税网络体系，
拓宽税源控管渠道。

据悉，《咸安区税费征管保障办法》在遵从现有税
收征管体制的基础上，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区政
府各部门、单位以及各乡镇办场在协税、护税方面的
责任和义务。

市质监局加紧问题整改

开展电梯隐患排查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吴鹏、高树军报

道：针对“2016咸宁电视问政”《电梯未检令人忧》短片
反映的问题，连日来，市质监局迅速组织开展电梯隐
患排查，落实整改措施。

该局成立了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特设
科、城区分局、湖北省特检院咸宁分院等整改专班人
员，来到瑞融国际、沃尔玛和璟园小区，对“电视问政”
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专班人员通过查阅检验
报告、资料档案、维保合同、巡检记录等措施，现场提
出整改建议，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下一步，该局将进行深入调查，倒查相关责任人
履职情况，对慢作为、不作为的责任人严肃追责，同时
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梯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

岔路口工商所

严查假冒伪劣商品
本报讯 通讯员曹玮、刘会剑报道：为维护商标

所有权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高新区工商局岔路
口工商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
商品行为，确保市场规范有序。

该所深入到辖区，查看了20余户专卖店的授权资
料，发现有2户专卖店授权协议已过期，责令其限期取
得有效的授权资料。主动了解辖区知名品牌商标持
有人的维权诉求，针对“雀友”品牌麻将机商标持有人
的投诉举报，迅速反应，依法查扣假冒“雀友”牌麻将
机4台，对有关人员将依法立案调查。

重点整治校园周边销售“三无”产品行为。该所
组织执法人员，严格检查鄂高及岔路口中学周边经营
户销售商品情况，依法严厉整治了一些商家销售“三
无”文具、玩具的行为。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陈勇报
道：2日，走进咸安经济开发区湖北中港
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
在流水线上作业，紧张忙碌而又秩序井
然。

该公司主要生产金属复合材料建筑
装饰板和护板，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建
筑、装饰行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
司实行订单式生产，目前订单已经排到明
年年初，已完成产销2.2亿元，同比增长
30%以上，全年税收有望突破1000万元。
同时，园区里的龙福泉、永恒辉、中特等多

家企业围绕该公司的铝制金属墙面装饰
板材料做配套加工。

中港金属的产销两旺，是咸安向内挖
潜促转型增效的成果。该区以项目建设
和企业服务为抓手，两手抓好“新增长点
培育”和“向内深入挖潜”工作，力促产业
转型升级。今年来，区经济开发区呈现经
济总体运行平稳向好的特点：

产业发展结构更优。汽车模具、生物
医药等新兴产业成长为经济增长的中坚
力量，今年总产值已突破20亿元，占园区
经济总数的25%以上。

产业关联发展明显。开发区着力培
育的数控模具产业，已初步形成规模效
应，其中洪盛科技、中港金属已成长为龙
头企业，带动了一批小微型配套企业发
展。

产业升级提速。创新驱动推动企业
加快技术研发进程，不断开创经济增长新
亮点。华声变压器低压继电保护器属国
内技术首创，预计今年可带来新增效益
3000万元以上。

目前，区经济开发区新增矩阵汽车、
精鑫塑胶、云庆电子、意康印务等4家规模

以上企业，年前还有山河文化、典辉科技
两家企业新入规，可完成全年新增6家规
上企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达到
65家。新增华鑫科技、西浦电机两家高新
技术企业，已完成全年任务，园区高新技
术企业总数达到15家。

截至11月，区经济开发区共入驻企
业116家，其中建成投产89家，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 95.2 亿元，同比增长
9.3%；上缴税收 2.35 亿元，同比增长
7.4%；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7亿元，同比增
长8%。

咸安向内挖潜促转型增效
经济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95.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