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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效显著
本报讯 通讯员彭婷、江涛报道：12月13日，咸

安区住建局牵头组织开展第四季度“最洁净村庄”暨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考评活动，检查组对11个乡镇办
场垃圾治理工作进行了交叉检查，发现各地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大力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环境
卫生得到大幅改善。

乡村垃圾治理手段变多了。官埠桥镇组织区镇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巡察活
动。高桥镇丰富“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保护高桥
河，党员干部先锋行活动，镇长朱敬民亲自带头开展
高桥河河岸、支流沿岸垃圾清理。

各地垃圾治理投入变大了。贺胜桥镇投资200多
万元，新建了1个垃圾压缩站，购置了大型机扫车1台、
大型洒水车1台、路面养护车1台，蝴蝶型果皮箱200
个、钩臂垃圾箱20个、钩臂车1台，大大提高了道路清
扫保洁效率，为全区各乡镇垃圾治理树立起了标杆。

目前，咸安区各乡镇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得到
了大幅改善，“脏、乱、差”现象得到了根治，“整洁、有
序、健康”的村容村貌正在逐步形成。

7日下午，在咸安区桂花镇九垅村22
组，冬日的暖阳照耀着遍植杉树的山坡，该
村村民、今年50岁的晏焕兵摩挲着围径已
达6公分的杉树树干，喜不自胜。

晏焕兵是该村的植绿大户，5年前，一
个偶然的机会，他专心当起了植绿大户，并
乐此不疲。

给他带来转变的，是朋友老金。那时
候，他还是组长，有一天，老金来找他商量
承包荒山的事，他有些纳闷：老金在家务
农，平时打点零工，日子过得也逍遥自在，
怎么突然想承包荒山了？

老金直言：孩子大了，有自己的家了，
自己将来不能给孩子带来负担。每年攒点
小钱在银行，还不如投到山上搞建设，既符
合国家提倡绿化的政策，也能让钱生钱，从
长远看，还能减轻孩子的负担。何乐不为？

听罢，晏焕兵触动很大：开发荒山、植
绿护绿的确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他想着自
家的那一亩三分自留地，不免也做起了盘
算：承包百把亩荒山，种上经济林，估计十
年就有大收益。

说干就干。算上自家的自留地和荒
山，他一共从村里承包了约 100 亩的山

林。回想起刚开荒的日子，那份艰辛，让晏
焕兵至今记忆犹新。

资金不够，因此，人工大部分都是晏焕
兵夫妇来做。

开荒，名义上是除草，可是行动起来，
晏焕兵才知道想象太简单。荒山基本都是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没人管了，进山的
路荒了，茅草起码有齐腰深，林间都是些灌
木。

他承包的荒山中，有约40亩地适合栽
种楠竹。可是，一个劳力一天只能砍3分
地的茅草，挖20个穴坑，加上母竹种源少、

距离远，一个劳力从选挖竹种、扛运竹种，
直到栽下去，每人每天最多只能完成五六
株。

就这样，有钱的年份，晏焕兵开发的荒
山就多些，多达40-50亩，没钱了，一年种个
三、五亩。五年下来，根据林地的土壤和地
势，不算人工，晏焕兵投入了十多万元，种了
60亩楠竹，20亩杉树经济林，20亩桂花。

摩挲着自己家人开发种植的杉树，晏
焕兵眼里充满了希望：“这些杉树的围径再
长个几公分，这些杉树就可以换成钱了。
估计又能带动一批村民投入绿化产业了。”

美丽家园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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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集中建房1期的小区广场内，
楠竹、樟树等环绕成一个小森林，古色古香
的亭台楼阁让广场更添几分韵味。加强

“省级绿色示范村”创建工作，让该村探索
出了一条乡村特色城镇化新模式。

在资金来源上，该村实行多渠道、多
形式投入，先后争取资金1000万元，自
筹资金2000万元，组织村民积极投工投
劳，绿化、亮化、美化村里广场。

该村的路旁、村旁、水旁、宅旁科学
合理种植绿化树木，做好村庄庭院、道路
绿化美化。以村民房前屋后、村组道路、
沟渠、河道两旁以及村庄周边空地为绿

化重点，突出乡土树种，以乔木为主，乔、
灌适当搭配，整村推进，率先建成“村在
林中，房在园中，人在画中”的绿色宜居
美丽村庄。

村支书彭建国介绍，为了帮助村民
脱贫致富，该村抓协调促经济转型，将土
地进行流转，先后有咸宁职教城、黄鹤楼
酒业、厚福等大项目落户该村，征地面积
逾2000亩。利用开工项目较多的机遇，
引导村民大力发展运输业、商贸服务业，
促进了群众增收。

村民周林是一家黄鹤楼酒业公司员
工，利用业余时间，他还承接一些建筑工

程，村集体将村民们的土地进行集中流
转，周林家的收入节节攀升。周林从原
来的养家难到现在奔小康，一家人终于
过上好日子。

村支书彭建国介绍，去年，村委与粤
海蓝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
议，将在该村村域内征用经济发展用地
250亩，计划建立一家考务培训中心。
该项目落地后，将给该村每年增加300
万元的经济收入，解决该村20多人的就
业问题。“新项目正在申报，很快便能落
地，到时，村里又是另一番新景象，村民
的生活也会更好。”

栗林村位于横沟桥镇
107 国道旁，全村共有 12
个村民小组，2254 人。全
村耕地面积 3200 亩。近
年来，随着咸宁职教城、黄
鹤楼酒业、厚福等大项目
落户，该村积极探索征地
后村级经济的转型发展。

同时，全村实行农村
集中建房，改善村居环境，
2016 年，该村获评湖北省
绿色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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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栗林村内，除了连片的集中还建
居民小区，给记者最深印象的便是，道路干净，
没有一片垃圾，村民的房前屋后整洁亮爽。

“原来可不是这样的。”随行的一名
村干部介绍说，原来村民都很喜欢养些
家禽、猫狗，还建居民小区内的大道小巷
中时常都会出现动物粪便，这让原本干
净整洁的居民小区变得脏乱不堪。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村委会成立
了环境整治工作小组，进村入户，为每一

个村民宣传环保理念。这一项工作耗时
几个月，起初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
还是有一些村民偷偷地豢养家禽。

为彻底根治农村环境“脏乱差”现象，
2015年，该村积极探索，建立了农村环卫
保洁公司化运作模式，发动闲置在家的村
民们先后加入到保洁公司内，一是解决村
民就业问题，二是从根本上提高村民环保
意识，解决村里环境整治问题。

村民们依托保洁公司，进入高新区

内企事业单位进行保洁工作，村民们将
原来的养家禽、猫狗的快乐转移到了环
保工作中。

“自打村民们成立了保洁公司，全村
的街道每天都有人打扫，而且村民们自
学维护环境的意识加强了。”村支书彭建
国高兴地说。

村里的变化居民们有目共睹。现
在，村民们改掉了随手丢垃圾的习惯，还
当起了干净整洁环境的保护者。

蔚蓝天空下，乡村公路旁，一栋栋三
层还建居民小楼错落有致，村湾或农户
家中，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藤蔓绕墙
……14日，这是记者在横沟桥镇栗林村
一期农村集中还建居民小区内看到的一
道别致风景。

居住在栗林村集中还建居民小区的
5组村民龚婆婆，正在自家的三层小洋楼
内切晒萝卜干。

90多岁的龚婆婆身体康健。她告诉
记者，这里原来是一座小山丘，茅草丛生，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稀稀拉拉地
住在几处土砖做的破房内，村民们靠农田
劳作过日子，生活简朴。

龚婆婆原来住的是一间土砖房。记
忆中最深刻的是，家里的房子时常漏水、
灌风，半夜里，下起雨来，龚婆婆便经常要
拎着水桶到处接床头、床尾滴下来的水。

为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提高村民生活
质量，2014年开始，栗林村全面打响创建

“省级绿色示范村”建设热潮，村委会将改
善居民居住环境列入重要工作。

2015年，龚婆婆跟其他村民一起，从
原来的危房内搬了出来，没过半年时间，龚
婆婆便搬进了如今的三层小洋楼内。

龚婆婆100多平米的小洋楼内，地
上、墙上铺着大理石板砖，独立小院里种
着蔬菜，二楼隔了间玻璃花房，三楼孩子

们住，家里通了天然气，门口就是水泥
路、太阳能路灯。“如今的好日子，做梦
都会笑醒喽。”龚婆婆激动地说。

农村集中建房是栗林村建设“省级
绿色示范村”的创新之举。

村支书彭建国介绍，近年来，该村坚
持“政府引导、村为主体、群众参与”原
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调配权属、统一
基础设施、统一分摊成本、统一供地建设
等“五个统一”。投入3000多万元，分三
期实施集中建设。目前，该村集中建房
项目一、二期已投入使用，三期工程也正
在动土中，已彻底改善该村976户村民居
住环境。

通城大道景观工程

建设有序推进
本报讯 通讯员付婧烨报道：日前，通城大道景

观工程、雁塔广场以及雁塔路沿河景观一带，工人们
忙得热火朝天，机械来回运作自如，一派繁忙有序的
景象。

通城大道景观工程项目是通城县城市形象和地
域特色的一个缩影，将在通城大道沿线建设琴歌乐
舞、瑶族故里、八百壮士、红色凯歌等四个文化景观
工程和一个公共厕所。目前第三段进展顺利，预计
在元旦可建成。

目前，雁塔广场项目以及雁塔路沿河景观带项
目均已启动，项目建设得到了社区干部和当地居民
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栗林村：
村民过上城里的生活

文/图 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熊虎

通山餐饮老板吴从刚

自掏腰包清洁街道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阮顺、郭细军报道∶“原

来通山老城区四街垃圾乱放，多亏通山县通羊镇南
门社区餐饮老板吴从刚投工、投资，将‘垃圾街’扮装
成‘清洁街’。”如今，走在清洁靓丽的街道，前来办事
的居民都赞不绝口。

四街这条街属通山县老城区一条主街，街道住户
居民多属贫困的下岗职工及老年人。因环卫管理费
难收，导致街道垃圾随处丢放，严重影响市容街貌。

今年43岁的通山人吴从刚回乡来此创业，他一手
创办餐饮业，一边着手改变街道环境卫生，造福居民。

一年来，吴从刚自掏腰包5万余元，购置了扫
把，铁铲等设备；创办了“劳动最光荣”、“清洁带来健
康”的文化专栏，文化晚会，投工7000余个，烧毁处
理垃圾500余车，把“垃圾街”扮装成“清洁街”。

嘉鱼县潘家湾村

获评全省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
本报讯 通讯员熊潇报道：近日，湖北省财政厅

公众网公布了199个2016年度全省美丽乡村建设试
点村名单。嘉鱼县潘家湾镇潘家湾村榜上有名。

近年来，嘉鱼县按照“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根
据各村产业基础和特色，分类培植主导产业，形成了
一大批以优质果蔬、水产养殖、生态旅游等特色优势
产业为主的“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内容主要包括整治农民生活
环境、改善农村生产条件、提升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农村特色示范村。试点村将得到中央和省级补助资
金，县市区也将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统筹安排、
筹措美丽乡村建设资金。试点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居
民点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以及村
民认为迫切需要且直接受益的其他村级公益事业建
设项目。

12月15日，通城县地税系统举
办全员消防、交通安全知识讲座，旨
在强化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和责任

意识，着力构建“平安地税”。
此次讲座分别就消防、交通安全

遵规、预防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事实和惨
痛的事例，客观反映了发生事故的后
果和危害，警示大家时刻绷紧安全
弦，严格遵守消防、交通规程和法律
法规。 （张洞石）

在今年的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
明细申报工作中，赤壁市地税局统筹
安排，采取多项措施，确保了个人所
得税全员全额申报工作有序开展，各
项考核指标稳步提高。

一是强化管理促落实。针对日
常基础管理薄弱、申报覆盖面低、
纳税人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不断强
化日常征管基础。各税源管理分

局采取逐户登记台帐，逐户上门宣
传辅导的方式，确保每户企业都按
照要求进行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
申报。

二是强化宣传促遵从。充分利
用税企座谈会、QQ短信、微信等多
种方式进行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申
报工作的宣传，同时，各税源管理分
局安排专人经常性深入社区、乡镇、

企业面对面进行辅导，推行管理前
置、服务前移，提升了工作效率，促进
了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

三是强化考核促提高。充分发
挥绩效考核指挥棒的作用，把个人所
得税申报工作纳入个人绩效考核，围
绕考核指标，及时分解考核任务，明
确责任，按月进行考核，及时通报结
果，及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
措施，加强跟踪管理，确保各项指标
考核落到实处。 （吴学军）

赤壁地税：三措施强化个人所得税申报

今年以来，通城县地税局坚持在
税法宣传、电子办税和政策落实上狠
下功夫，不折不扣地落实小微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释放改革红利，为小
微企业添动力。

本着让每户小微企业对相关涉
税政策应知尽知、对政策红利应享尽

享的原则，利用微信公众号、网上办
税服务厅和12366短信提醒等方式，
实现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宣传全覆
盖。主动开展“送政策上门”服务，针
对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减免条件、
管理方式、办税程序及纳税申报表填
报方法等作了重点辅导。通过开展

税务开放体验行、税务人员走出去宣
传新政策的方式，让政策红利惠及更
多企业。

除此之外，深入开展小微企业税
源摸底调查工作，做好减免税监督，
对符合减免条件的企业，及时跟踪辅
导；对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及时取消
减免资格，确保税收优惠政策不折不
扣落实到位。 （胡卫刚张洞石）

通城县地税局举办消防知识讲座

释放改革红利 为小微企业添动力

晏焕兵：植绿致富
记者 王莉 通讯员 吴剑 赵劭君 情系 色绿

从危房住进洋房

环境有专人保洁

在家门口可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