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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开展
“飓风行动”

建立联动机制 实施联合执法

通城打响“两违”治理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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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干事创业 引领创先争优

通城表彰
“十佳村党组织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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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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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花催开
脱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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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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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卫计局严抓真管

助力文明卫生城市创建

卢济明：特种种养拓富路
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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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健平

通讯员

胡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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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的血液温暖患者”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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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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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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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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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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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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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