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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今天夜间受残余低槽和北方冷空气南下影响，小雨转多云，风力加大；明天白天至4月2日受槽后偏北气流控制，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具体预报如下：3月31日：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11～17℃；4月1日：晴天，偏北风1～2级，8～20℃；4月2日：晴天，偏南风1～2级，9～22℃。今天相对湿度：50～95%。

今日
聚焦

办事效率全面提高

“原来要半个月才能办好的事，镇干部
仅用一天就替我办好了。”仲春时节，记者
在通山县南林桥镇见到南林钙业负责人陈
国庆时，他感慨地说，投资2.8亿元的钙业
项目能够顺利开工建设，得益于该镇良好
的投资环境。

陈国庆的感慨，缘自项目落户手续的
办理。该镇按照“一个项目、一套班子、一
个方案、一抓到底”的“保姆式”服务机制，
安排专人全程代办，避免了企业多跑路。

该镇党委书记焦汉雄告诉记者，除了
提供优质高效的办事效率外，还针对项目
开工前期征地等突出矛盾，开展“服务重点
工程保平安”活动，定期对重点建设项目施
工环境展开矛盾纠纷清理排查，最大限度
帮助企业打通建设“梗阻”，帮助企业协调
解决土地征用、道路建设、大型设备进场施
工、生产用电、劳务用工等事宜。

两个多月就完成从开工建设到通电生
产的“钙业示范效应”，使一大批企业看到
了投资南林桥的希望。今年一开春，总投
资25亿元的山东瑞其能风电公司风电场
开发项目就成功签约；南林钙业、永光材

料、翊腾塑业、可可食品等8个项目开工建
设；南京中电电气集团投资2.3亿元的30
兆瓦农光互补项目、中南鞋业投资5000万
元的生产基地、华夏金桥湖北商业设施公
司对长夏畈的连片开发等12个项目，开始
进入签约洽谈。

一线解决矛盾纠纷

“服务落实在一线，矛盾纠纷解决在一
线”，这句话对南林桥镇干部来说，不是一
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德鑫矿业项目建设初期，项目业主为
了加快工程进度，不慎损毁了周边农业合
作社种植的苗木，该镇分管项目建设的党
委副书记李茂凡了解情况后，迅速组建工
作专班做群众的协调工作，使“漫天要价”
的赔偿纠纷得到妥善处理。

焦汉雄说，为营造服务项目、服务发展
的良好氛围，今年初，该镇以“我为发展干
什么，我为项目建设做什么”为题，组织镇、
村、组三级干部展开大讨论，形成了“一周
一通报、一月一约谈、一季一考核、一年一
问责”的工作倒逼机制，激励广大干部在服
务项目落实上见分晓、比高低、论英雄，使
干部的风采在项目中展示、能力在项目中

提升、业绩在项目中检验。
大港畈农田水利设施整治项目是该镇

今年计划建设的3个特色重点项目之一，
为在6月份前完成修筑3座拦水坝，4000
米河堤、5000米水渠和兴建8个水泥稻
场、5座机耕桥梁的建设任务，该镇工作专
班采取分段包保，保材料供应、保人力到
位、保工程进度的办法，全天候为项目服
务。目前，已先后协调解决各类施工矛盾
21件次，为保障河堤和水渠等在3月底按
期建成奠定了基础。

服务项目倾心尽力

项目建设的需要，就是干部努力的方
向。

今年，该镇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年、
全民招商引资年、优化环境问责年”为契
机，大力实施龙头型项目引进、战略性产业
培育计划，加快发展纺织、冶金、建材、物
流、农林产品加工贸易等产业，不断壮大经
济“底盘”。

石门村是一个项目建设“扎堆”的边远
山村，今年计划建设的项目达到12个。如
何保证项目建设天天有进展、周周有变化、
月月有突破、年底结硬账？该镇除配合县

直责任单位和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对口服
务外，还按一个项目一名镇干部、一名村干
部的工作要求，抽调24名骨干力量协调征
地拆迁，现场排忧解难。

镇干部余才雄配合县交通局承担的楚
王山生态旅游公路建设项目，涉及山口水
库至石门水库全长约7公里的路段，有环
评、国土、林业等部门的审批手续需要一一
申办。他受领任务后，克服没有交通工具
的困难，仅用半个月就协助办妥了全部手
续。

大坪村香菇基地承载着该村二组10
余户群众的脱贫希望，负责联系的正科级
干部杨家兴，不仅协助项目负责人孙利云
多次赴随州市洽谈香菇合作种植，还牵线
搭桥帮助其向银行申请项目扶贫贷款，以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解决了基地
的用地、用工和销售问题，同步推进的该村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受到县里通报表彰。

官埠桥镇

落实基本生育免费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陈莹报道：“根据胎

心监护结果，你已经出现了不规则宫缩，虽然离预产期
还有半个月，但现在就要时刻准备着……”区妇幼产科
主任赵雪琼对官埠桥镇张公庙村村民胡海炫细心嘱
咐，并递上区妇幼孕产妇接送专车的联系电话。

23日，在官埠桥镇计生办的邀请下，区妇幼产科
将计生优质服务送到了产妇家门口。在官埠桥镇卫生
院，区妇幼带来了B超机、胎心监护仪等，为附近7个
村的孕产妇免费检查。

自2016年7月13日，咸安区作为全省四个试点
县市区之一，率先全面启动基本生育免费服务试点工
作以来，官埠桥镇计生办紧扣新形势下的基层人口计
生工作重点，多次主动联系区妇幼送医送药送服务下
乡，加强出生人口动态监测，引导群众合理安排生育，
控制政策外多孩生育，防止出生人口出现大幅波动。

田间秀“T台”
26 日，咸安区马桥建国畈油菜花基

地，80多位旗袍佳丽在田间秀“T台”。
据了解，这是由市旗袍文化艺术协会

组织了一场踏青、赏花亲近大自然的活
动。佳丽们漫步在花的海洋里，构成了一
幅幅美妙绝伦的乡村田园画卷。

记者 张大乐 摄

一个季度内，2个亿元项目落户，8个项目开工建设，12个项目进入洽谈签约——

南林桥何以成为项目集聚地？
记者 柯常智 程慧 特约记者 陈卫民 李江湖 通讯员 周雨

22日，记者来到咸安区桂花镇毛坪
村，下毛坪路口到黄里坝近6公里的农村
公路蜿蜒绵长，两侧桂花树长势喜人，房舍
排列整齐，人们来来往往。

去年这个时节，这样的景象对村民来
说，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居住在道路旁边
的章婆婆回忆：原来这条道路破损严重，像
龟背一样，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雨天到
处是积水。车子经过都是颠来颠去。

在上级部门的帮扶下，该村共计筹措
到10余万元，将破损道路进行全面整修，
进一步平整硬化道路，加大会车空间，这条
乡村公路变得畅通无阻。

路修好了，不仅方便了村民生活，还给
致富带来了希望。毛坪村村支书陆世厚告

诉记者，借助区里的精准扶贫好政策，在道
路经过的陆家湾，村民陆纯炳在湾子里开
辟了230亩的油茶基地。

一手抓建设，一手抓养护，这是桂花镇
管理农村公路的整体思路。

金许全是该镇苏楠线的道路养护人，
负责给道路做“保养”。清扫路面、清除杂
草、杂木是他的日常工作。“镇里和我签了
公路养护承包合同，我得把这段路照看好，
让车辆和行人走得放心。”金许全说。

据了解，桂花镇有13条、全长58公里
的农村公路。该镇以这些农村公路为重
点，加大整修养护力度，确保路基稳定、路
肩平整、边沟通畅、路面整洁，为广大群众
守护出行的安全路、发展的小康路。

守护群众的平安路
记者 王远远 通讯员 吴剑 叶旋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陆映蓉报
道：昨日，记者获悉，为切实做好清明节期
间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清明
节期间道路易堵路段、事故易发多发路段
以及交通安全提示。

预计4月1下午至4日下午将分别出
现出行、返程高峰，城市出入城通道、高速
公路服务区、景区景点周边路段可能出现
严重拥堵。出入城道路、汽车站周边道路、
火车站周边道路、城区集市路段可能因人
流车流过大出现交通拥堵。

市区具体为马桥油菜花基地马桥高速
站 至 麻 塘 中 学 门 口、刘 家 桥 风 景 区
S209K6+000至K9+0003，、咸安区渔水

路、G107国道帅印山公墓、咸通高速10KM
至16KM等处。交警提示，尽量错开车流高
峰时段出行，或选择下午时段出行。

事故易发多发路段为S360高桥131
路段K9+400至K10+400、X112 大幕山
路段K6+000至K8+0002、G107国道横
沟至八斗角、S317省道双溪至横沟、城区
路段南山至明珠广场、蕲嘉高速105KM
至106KM等处。

易拥堵收费站为咸通高速马桥入口、
桂花收费站等。交警提示，通过收费站时
应服从收费站管理人员的指挥，不在收费
站口停车、掉头、倒车、插队抢行；发生拥堵
时，尽量选择绕行临近的收费站上下高速，
避免在高速公路主线上排队等候。

清明期间避免拥堵
市交警支队发布提示

程学娟深入麦市镇开展

“走村巷·连民心”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宋礼勇报道：28至29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学娟深入通城县麦市镇天
门村、九房村走访调研，开展“走村巷·连民心”活动。

程学娟先后深入天门村蘑菇种植基地、九房村冬枣
白芨种植基地、养猪大户等进行调研，认真听取了两村精
准扶贫工作情况汇报，查阅了相关工作台帐资料，详细了
解精准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存在的困难及解决途径，并和
当地群众一起参加植树活动，对特困群众进行慰问。

程学娟对两村现阶段精准扶贫及基层党建工作给予
了肯定。她要求镇村干部和精准扶贫工作队要进一步
加大措施，因户施策，确保完成2017年脱贫任务；要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尽快予
以解决通村公路硬化资金短缺、电力线路老化、贫困学生
入学等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落
实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我市部署政府部门

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杨平报道：昨日，我

市召开2017年度全市加强政府部门履职尽责督促检
查工作动员电视电话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熊征
宇参加会议。

熊征宇指出，要在思想认识上再深化，进一步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政府部门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
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自觉性。要在对标聚焦上更精
准，要围绕提高政治定位、改进工作作风、优化发展环
境等方面，抓好督促检查工作，打赢政风、行风、作风建
设攻坚战。

熊征宇要求，在督促检查上要更严格，以更严的标
准抓督查、抓整改、抓问责、抓落实。充分利用明察暗
访、大数据评议、媒体监督等多种督查方式，实现督促
检查全方位全覆盖；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督查整改，以解
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把监督执纪、问责追责
贯穿于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全过程；政府各部门要把履
职尽责各项要求融入到部门业务工作中，提振精神，真
抓实干，实现作风有大改进，工作有大起色。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钱旺、
吴紫芬报道：23日，咸安区向阳湖镇宝塔
村，福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地大棚中的
蔬菜长势喜人，精养鱼池雏形初现。

村支书黄宏胜说：“目前，福兴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已经与24户贫困户签订了帮
扶协议，蔬菜大棚、精养鱼池建设已经步入

正轨，贫困户们脱贫没问题。”
2015年，11组周建山患恶性肿瘤，儿

子突发脑溢血，父子俩医药费用去二十多
万，性命虽然保住了，但儿子留下了严重的
后遗症。为了治病，周建山家欠下数万元
债务。好在他家被列入精准扶贫户，通过
大病保险和临时医疗救助度过了难关，他

们加入福裕农机合作社，享受6亩地免费
耕种、插秧、收割服务。父子俩身体恢复不
久，就在村里的香菇、蔬菜基地打工，去年
赚了七八千元，今年又喂了两只猪仔，脱贫
已不成问题。

这正是咸安区精准扶贫因户施策、产
业造血的典型。据区扶贫办主任徐建华介

绍，今年全区要完成8个重点贫困村出列、
14713人脱贫的任务。贫困户脱贫任务
重，更要因户施策制定脱贫措施。

为此，咸安发起脱贫攻坚春季攻势，对
全区2017年要脱贫的贫困户实行户户上
门、户户分析，针对致贫原因制定有力的帮
扶措施，做到一户一策、一户一法。

如今，咸安区温氏养鸡、钢架大棚蔬
菜、露地蔬菜等八大产业造血扶贫成效初
显。咸安将继续调整完善产业扶贫政策，
加快易地搬迁扶贫工程进度，严格落实扶
贫工作考核机制，建立长效机制，做到“扶
上马，送一程”，巩固脱贫成果。

因户施策 产业造血

咸安发起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上接第一版）同时，薛国平还有一个
新的规划：“我准备到大幕山脚下开个加工
坊，现场榨油卖给游客，游客可以观摩整个
的榨油过程……”

区农业局摸底结果显示，在百公里油
菜观光经济带上，像薛国平这样打算“升
级”的榨油坊还有十几家。

百公里金灿灿观光带，村民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

万亩油菜花开，在7个乡镇串起了百
公里观光带，咸安成了周边城市居民春季

出游的首选地。
28日上午，在马桥镇曾铺村10组大路

徐的油菜花海入口处，开张半个月的油菜花
海农庄门口停满了车。徐宁、吴秀琴夫妻忙
得不亦乐乎，杀鸡宰豚准备午饭的食材。

按照区里的统一部署，区农业局牵头
整合农业、国土、水利等部门项目资金，投
入200余万元，在曾铺村10组建起这片油
菜花海示范点。

去年首届油菜花节启动，这里最多的
时候一天有数千名游客涌来，动作快的村
民，靠卖农家饭、土特产，赚了个盆满钵满。

憋了一年劲的徐宁夫妻利用自家现有
住房，在一楼宽敞的大厅里支起十张桌子，
购置齐板凳和餐具，一个气派的“农家乐”
就开张营业了。

尽管今年雨水密集，周末依然有上
千人冒雨来赏花。自家种的菜，自家养
的鸡鸭豚，绿色有机，很受游客欢迎，一
天农庄的收入有2000多元，徐宁夫妻很
受鼓舞。

“要征地白给都行，全力支持政府搞开
发。”吴秀琴说，建起这片油菜花海后，附近
的20多户人家，家家受益。她期待着，政

府进一步开发附近资源，拉长旅游旺季时
间，届时，家家都能开农庄做旅社。

有了客源，原本寂寞的乡村骤然热闹
起来。两年时间，在百公里油菜花观光带
沿线，村民们有的开起了“农家乐”，有的卖
起了土特产，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区旅游局局长寇红告诉记者，通过
两届油菜花节，百公里观光带沿线办起
了180多家“农家乐”，今年预计可接待
游客10余万人。咸安的土鸡、干笋、干
萝卜、芍线粉等土特产，被游客带到了全
国各地。

27日，鄂南高中组织学生志愿者前往咸安区特殊
教育学校，与聋哑、智障儿童进行无声交流，并为他们
献爱心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记者 袁灿 通讯员 钱小林 摄

咸宁市城市建设资金管理中心
副主任佘朝礼接受组织审查

据市纪委监察局网站消息：咸宁市城市建设资金
管理中心副主任佘朝礼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
组织审查。

张方胜深入赤壁镇村开展

“走村巷·连民心”活动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孙睿报道：30日，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深入赤壁市柳山湖镇、赤壁
镇、沧湖生态开发区开展“走村巷·连民心”活动。

张方胜一行先后深入柳山湖镇柳山村、腊里山村、
宝塔山村、团山村、吴家门村、易家堤村，赤壁镇周郎嘴
村和沧湖生态开发区实地调研，了解美丽乡村建设、基
层党建、村级集体经济建设、产业发展规划等情况。

在柳山湖镇易家堤村，张方胜与赤壁市、柳山湖
镇村负责人一起，就如何利用资源优势，将稻虾连作
产业做出特色进行探讨；在赤壁镇周郎嘴村，要求村里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全省知名美丽乡村。

张方胜强调，镇村一级要突出农业与旅游融合发
展这道“大菜”，要通过产业和项目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要研究市场规律，认真研究解
决产业和项目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不
断做实做强，产生更多效益。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优化发展环境，落实政策措施，促进乡村旅游、
养殖产业发展，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