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之星

通城县沙堆镇瑶泉村16组的杨腊桥
畔，湖北省药姑山科技有限公司要全中
药材种苗培育基地的300亩射干苗长势
喜人，20多位村民正忙着管护。

忙碌的人群里，有位戴着眼镜的年
轻人，时而察看药材的生长情况，时而指
导人们干活，时而介绍药材的种植技术，
他就是该基地牵头人、今年该县劳动模
范获得者卢济明。

现年42岁的卢济明，是个土生土长
的村民。1994年，家庭贫困的他高中毕
业后外出务工。2002年，他辞去在沿海
收入不菲的工作回乡创业，决心干出一
番自己的事业。

瑶泉村既没有工业，也没有矿产资
源，经过考察与思索，卢济明认定养殖业
和种植业很有发展前景。于是，他把养
猪作为致富的首选项目，说干就干，不懂
就学。为了掌握养猪技术，他去富康养
猪场务工，边务工边学习养猪技术。一
年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等到掌握
了全部养猪技术，积累了一定管理经验
后，2004年就筹资80万元，建起了一栋
150模式的养猪场，每年出栏牲猪400多
头，年收入80万元。

瑶泉村养猪专业合作社建成后，不
仅吸收5户贫困户到场里务工，还对缺少
资金的养殖户提供资金支持，免费为养

殖户提供技术帮扶，包销生猪等，调动村
民参与养猪的积极性，使全村养猪100头
以上的大户达到12户，年出栏生猪4000
头，年总收入达800万元。

今年5月，该合作社又投入20余万
元，在瑶泉村2组兴建占地3000余平方
米的生态养鸡场，解决了3户贫困残疾户
就近就业问题。

贫困户卢作社怕担风险，卢济明便
多次上门做工作，打消他的顾虑，并按月
支付1800元工资，吸收他到合作社务工。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卢济明的探
索也从来没有停止。为了扩大再生产，
他又在村里流转800亩土地，成立瑶泉油
茶专业合作社，兴建500亩油茶基地，并
按照“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吸收
没有资金的贫困户通过土地参股分红，
带动贫困户精准脱贫。

目前，该合作社采用“公司+基地+土

地流转入股+贫困户”的模式，先后与20
多户贫困户签订土地入股及劳务用工协
议，确保贫困户在基地务工年收入不低
于1万元。

“现在，我领办的合作社，事业越做
越大，年收入可达360万元。”说起致富的
远景，卢济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从小就期盼父老乡亲能过上富裕幸
福生活的卢济明，为了让乡亲们看上电
视，一次性拿出5万元积蓄，去镇广播站
办理了有线电视手续，帮助全村170户群
众家家开通了有线电视。

“今年，我同村里30余户产业扶贫户
签订了土地分红和务工合作协议，可带
动20余户贫困户、62人精准脱贫，实现
户均增收1万余元。”卢济明充满信心地
说。

图为卢济明（中）正在指导贫困户种
植药材。

卢济明：特种种养拓富路
特约记者 刘健平 通讯员 胡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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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建平、通讯员
闫雯雯报道：7月9日，通城县隽水镇雁塔
社区二组1处违建地基被填平，标志着该
县“两违”办在全县启动的“两违”综合治
理攻坚战正式打响。

所谓“两违”建筑，即是违法用地、违

法建设的建筑。7月7日，该县治理“两
违”动员大会召开后，各级各部门迅速
行动，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两违”综合治
理工作高潮。其中，对隽水镇村（社区）
及县城各片区的“两违”防控、拆违工作
实行县级领导包保制，明确工作目标、工
作时限和工作要求，严格督办落实，责任
到人；县级领导联系城区村（社区），明确
责任，设立三道防控屏障，深入推进违法
用地、违法建设整治，落实巡查报告制
度；县直各有关部门拧成一股绳，协同作
战，严密防守，建立联动机制，实施联合

执法，始终对“两违”现象保持高压态势。
9日上午，记者在雁塔社区二组拆违

施工填土现场了解到，开发商黎某在该
社区建楼，楼盘建成后又将目光转向楼
后的4户“寒舍”，想用这4块地基建成3
个单元的10层楼。同时，户主们也想尽
快有个好住所，便与开发商达成私下交
易：用宅地基换取门面和套间。

开发商知法犯法的行为，在项目开
建之前就被有关部门发现，由县“两违”
办牵头，县城管执法局、县国土局、县住
建局、隽水镇政府、县供水公司、雁塔社

区等单位和拆迁公司组成的行动组，一
方面晓之以法动之以理向群众宣讲法律
政策，一方面立即开展填埋工作。经过9
个多小时的作业，此处“巨坑”终于被填
平。

据了解，为确保“两违”治理顺利推
进，该县对县城规划区的村（社区）按“两
违”防控工作量的大小进行分类，并按一
类村每年12000元、二类村每年10000
元、三类村每年8000元的标准，对乡镇拨
付专项巡查经费，由乡镇考核后拨付到村
（社区），着力加强对“两违”建筑的监控。

建立联动机制 实施联合执法

通城打响“两违”治理攻坚战

荷花催开
脱贫路

“赏荷花，采莲篷，吃农家饭……”昨
日，通城县塘湖镇林湾村千亩香莲基地迎
来一批又一批客人。

今年初，基地负责人刘敏牵头成立专
业合作社，采取“基地+合作社+贫困农
户”的经营模式，在该村流转1000多亩土
地种植香莲，吸引村民和贫困户以土地、
劳力入股，并与周边3个村的87位贫困对
象户结成帮扶对子，使贫困对象通过在基
地务工实现月工资收入2000多元。

特约记者 刘建平 摄

6月24日，通城县中医院脑病科危
重病人续某某危在旦夕，需要紧急输血，
可家人借来的献血证超过了时效，拿不
到血，怎么办呢？

没想到该科室护士胡灿竟默默地到
县献血站献了300毫升血。

护士长接到化验室电话去取血时，
在核对血液的时候，看到旁边的献血证
写着胡灿的名字，以为患者的亲人中有
个叫胡灿的。

“怎么这么像我们科室的胡灿呀！
她也是 1992 年出生的，一样大的年纪

哩！”陪同一起核对血液的护士媛媛说。
第二天早上，得知病人因输血后病

情好转的消息，护士长决定核实一下给
病人献血的人是不是护士胡灿。

见护士长发问，胡灿微微一笑：“病
人家庭困难，又急需用钱，作为管床护

士，只希望她快点好起来。”
护士长见状关心地提醒胡灿：“你年

纪还小，上班又这么辛苦，身体没有什么
不适吧？”

胡灿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笑着说：“没
事，血抽了还能长，请护士长不用担心。”

当患者家属得知是护士胡灿主动献
的血救了急，特地送来200元钱表示感
谢，被胡灿坚决拒绝了：“我只是希望能
用我的血液温暖患者，让患者能够更幸
福地生活！”

“用我的血液温暖患者”
通讯员 黎逢霞

本报讯 通讯员陈柯、陈智彪报道：
“当选‘全县十佳党组织书记’，既是群众
对我和村委班子的认可，也是组织上对
我工作的肯定。”7月6日，北港镇横冲村
党支部书记袁明单在“全县十佳党组织
书记”表彰大会上表示，将以此为新起
点，团结带领群众打好脱贫攻坚战。

为激发和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
性，营造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

围，“七一”前夕，该县启动“十佳村党组
织书记”评选活动，由基层党委从现任村
党组织书记中差额产生候选人后，县委
组织部门再从工作业绩、村务管理、群众
感情、班子建设、廉洁自律等5个方面对
候选人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在县内公
示，以确保把善谋发展、实绩突出、组织
认可、群众满意的村支部书记选出来。

通过层层评选，北港镇横冲村党支

部书记袁明单、大坪乡下畈村党支部书
记李芳平、关刀镇高冲村党支部书记何
建关、隽水镇油坊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晏、
马港镇程坳村党支部书记毛旺龙、麦市
镇九房村党支部书记何光友、沙堆镇坪
坳村党支部书记周运甫、石南镇牌合村
党支部书记胡秀华、塘湖镇望湖村党支
部书记夏扬九、五里镇尖山村党支部书
记黎时富等10名同志，在185名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中脱颖而出，成为“十佳
村党组织书记”。

“扎根基层，没有一颗奉献的心是什
么事情也做不好的。”这是望湖村党支部
书记夏扬九在基层工作中的真实感受。
自2005年当选村主任以来，他带领群众
修路、引水、改电、安路灯，不仅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而且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梦
想逐步变成现实。

激发干事创业 引领创先争优

通城表彰“十佳村党组织书记”

通城开展“飓风行动”

打击躲避执行“老赖”
本报讯 通讯员小付、法原报道：日前，笔者从通城县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推进会上获悉，该院开展的“飓风行动”
取得可喜成绩：承办的471件执行案件，已结案240件，结
案率达50.96%。

为确保打赢“执行难”攻坚战，该院今年3月启动“霹
雳-2017”专项行动，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打击力度，一
方面在县城银山广场等居民集中地，通过大屏幕对失信被
执行人进行为期一年的滚动发布，一方面印制公告到各乡
镇进行张贴，以及通过微信平台分两期对被执行人照片予
以发布，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院判决。

同时，该院出台异地执行方案，将涉及党政机关、公务
员和有财产而长期未结的10件积案，报请市中院指定其他
法院执行，并对本院的终本案件进行清理，及时恢复执行
30件，以体现执行工作的严肃性，打击“老赖”躲避执行行
为。

截至目前，该院执行局先后拘留“老赖”9人，移送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8人、刑事拘留 3人，其中2人在拘留期间履
行了全部案款，2人被移送审判。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首发扶贫安置点产权证
本报讯 通讯员吴清龙报道：“感谢您们这么快就办好

了不动产证，我心里终于踏实了。”6月28日，通城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来到石南镇虎岩村精准扶贫安置点，将
该安置点的房屋不动产产权证送到该村时，村支书袁宏刚
感动地说。

虎岩村精准扶贫安置点位于虎岩村17组，项目占地
1500平方米，投入100余万元建成的公寓式住房，绿化、健
身器材等公共设施配套齐全，安置有精准扶贫对象户15
户、24人。

原来，27日上午接到该村有关安置点办证资料后，该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樊伟立即组织人员集中办公，收集
审核资料，传送坐标落宗，整理档案出证，全体工作人员不
仅放弃中午休息时间，还加班加点至晚上，赶在当天就办好
该安置点的全部不动产权证，成为全县第一个办理产权证
的精准扶贫安置点。

县地税局干部职工义务扫街

全力服务“四城同创”
本报讯 通讯员张洞石报道：7月7日，通城县地税局

组织局机关、稽查局、二分局、四分局的30余名干部职工，
前往朗桥路段义务清扫街道，全力服务“四城同创”。

上午8点半，艳阳高照，天气炎热，该局干部职工便在
道路两旁弯身忙碌，或清扫道路垃圾，或捡拾绿化带里的塑
料袋、早餐盒等，全面展开对路面尘土和路旁垃圾杂物，以
及街道卫生死角的清扫。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清扫，街道变
得干净整洁起来。

朗桥路段是该局“四城同创”包保路段。为保证该路段
环境卫生，该局不仅成立了“四城同创”工作专班，启动百日
攻坚战，坚持每周五到该路段开展一次义务清扫活动，还每
天安排专班人员巡查，对路段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牛
皮癣”小广告等进行整治。

县卫计局严抓真管

助力文明卫生城市创建
本报讯 通讯员吴刚报道：“不符合要求的立即下达整

改意见书，落实专人限期整改到位。”日前，通城县卫生计生
局组织执法人员，对县部分经营场所进行检查，要求公共服
务场所落实《卫生许可证》、张贴禁烟标识、搞好环境卫生、
文明守法经营。

这是该县卫计局服务文明卫生城市创建的一个工作镜
头。

该县今年启动省级文明卫生城市创建工作以来，县卫
计局积极响应、主动作为，狠抓创建目标落实。先后发放宣
传资料5000余份，张贴禁烟标识牌600余块，对全县177
所学校、托幼机构和9家自来水厂开展日常巡查工作，下达
卫生监督整改意见书200余份，取缔非法行医诊所18家，
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4家。

该局副局长黎金望说，下一步将联合城管执法、食药监
等部门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还市民群众
一个安全的就医环境。

7月13日，通城县“青年之声”2017年沙堆镇堆山村“希
望家园”正式开班。持续近一个月的活动，将以心理辅导、
素质培养、爱国教育、功课辅导为主，以帮助留守儿童在假
期增长知识，感受快乐。

图为来自武昌理工学院的志愿者以科技发明为主题给
留守儿童上开班第一堂课。 通讯员 闫雯雯 吴万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