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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创造新业绩

推进“三抓一优”
加快绿色崛起
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通山水果基地成“聚宝盆”
本报讯 记者程慧、特约

记者陈卫民、通讯员肖新元报
道：18日，通山县闯王镇样样
果业专业合作社砂梨种植基地
内，成行成列的果树绿意盎然，
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

“这可是今年培训班上重
点强调的技术，直接关系到下
一阶段果子的产量，大家一定
要掌握要领。”基地负责人舒九
样边说边示范。

该基地占地面积1380亩，
总投资600多万元，采用无公
害种植方式，可年产砂梨75万
公斤，现已带动32户贫困户脱
贫致富。

“我们依托九宫山旅游资
源，大力发展水果观光采摘，逐
步实现产业融合。”舒九样介
绍，目前，主产水果“闯王砂梨”
正在积极申报中国农产品地理
标志。

品牌塑造，多元发展是途
径之一。记者现场采访获悉，
为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基
地新上了深加工罐头生产线，
既解决了鲜果存储堆放的难
题，同时也丰富了产品的种类。

而在通羊镇赤城水果种植
基地，秋日农忙的场景同样“上
演”。

紧邻幕阜山旅游公路，该
基地区位优势明显，现已开发
种植了樱桃、桑葚、杨梅等8个
水果品种，合计2800余亩，先
后有20户贫困户加入种植队
伍。

除了发展水果经济，基地
还依托便利的交通环境，主动

对接当地旅游产业，加快完善
农家乐、休闲垂钓等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全部竣工后，可实
现年产值2000多万元。

望着漫山遍野的果树，老
板吴得忠信心满满地说，通山
山区的环境和气候十分适合水
果种植，当前全域旅游发展又
如火如荼，这将是基地壮大规
模的有利契机。

今年以来，该县因地制宜，
以水果种植与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为抓手，大力推广观光采摘、
网上销售等经营模式，拓宽果
农增收渠道，擦亮水果产业生
态品牌。

该县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效应，统
筹整合各类项目资金，扶持发
展水果特色产业项目，有力促
进了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此外，该县不断强化技术
服务，通过举办培训班、农技专
家现场指导等方式，推广新技
术、新品种，及时解决果农生产
过程中所遇到的疑点难题。

目前，通山全县已建成柑
橘、枇杷、砂梨、葡萄等规模以
上水果种植基地70多个，种植
面积达12万亩，可年产各类鲜
果1.6万吨，成为引领当地群众
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之一。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李文
艺报道：9月19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的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传来
消息，嘉鱼县再次获评“全国平安建设
先进县”，同时捧回全国综治最高奖
——“长安杯”。

“长安杯”取“长治久安”之意，是中

央在政法综治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也
是反映一个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的最高荣誉，必须连续三届（每四年为
一届）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
秀地市（单位）”才有资格获此殊荣，是我
国综治领域时间跨度最长、涵盖内容最
多的一项综合考评奖项。

此前，嘉鱼县已于2005－2008年
度、2009－2012 年度连续两届获得

“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
嘉鱼始终坚持“创平安就是谋发

展”的理念，全县建立社会风险动态管
理机制，坚持主要领导定期到信访接待
场所坐班接访，开设“信访超市”“专家

门诊”新模式，落实“书记陪访”制度，
99%以上矛盾纠纷化解在本地。

该县多年来在全市年终综治考评
中名列前茅，未发生在全省、全市造成
重大影响的重特大刑事案件、群体性事
件。嘉鱼此次捧回“长安杯”，填补了我
市此奖的空白。

嘉鱼捧回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

咸宁：环境整治换新颜

砥砺奋进的五年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
员程谦、邹晓伟报道：19日，咸
安区向阳湖镇斩关村9组村民
黄华禄新建的养猪场即将建
成。

今年，他投资60万元，与
温氏集团合作，按照图纸要求，
建立了200立方米的化粪池，
同时对管道进行改造，做到干
湿分离、雨污分离。

“原来一些私人猪场的猪
粪到处流，附近的农作物都死
了，市、区关停了好多这样的养
殖场。区里组织参观学习，我
了解到温氏已经有成熟的技
术，就决定与它合作。现在新
建的猪场，全部按照环保标准
建设。”黄华禄说。

在今年2月 17日召开的
全市环保工作会议上，我市确
定了今年环保工作的主要目
标，即通过打赢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确保咸
宁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居全省
前列。

土壤污染防治又称“净土
工程”。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是其中的重头戏。全市禁养
区内2017年底前必须关停的
养殖场有 76 家，已关停 33
家。2017年需要实施雨污分
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的规
模化养殖场治理项目合计305
个，已完成171个。与此同时，
我市全面启动咸宁市土壤污染
详查点位核实工作，初步确定
土壤详查点位731个。

水污染防治又称“碧水工
程”。我市通过兴建污水处理

厂，集中治理工业聚集区水污
染和城市生活水污染，共排查
出城区黑臭水体5处，按目标
任务要求2017年将完成60%
的整治任务。市委、市政府出
台了《关于全面推行河湖库长
制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各级河
湖库长。长江咸宁港口已取缔
了非法码头28个，明确了解决
长江潘家湾水源地保护区内3
个码头问题的方案。全市共有
围栏围网网箱养殖18.7万亩，
斧头湖、西凉湖咸宁水域围网
围栏养殖17.2万亩已全部拆
除完毕。

大气污染防治又称“蓝天
工程”。今年，市突出环境问题
整治工作指挥部全力开展挥发
性有机物、石材加工、燃煤锅
炉、机动车尾气、餐饮油烟五个
专项整治工作，联合公安、经
信、电力等部门对30余家无任
何大气防治设施的散、乱、污企
业废气排放设备进行查封、扣
押、断电，勒令按期整改。

目前，全市7个督查组对
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进行专项
现场督查，对城区21个在建建
筑工地和6家渣土运输公司进
行全面梳理排查。

截至9月中旬，我市城区
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78.3%，
PM10 平均浓度值为 62μg/
m3，PM2.5 平 均 浓 度 值 为
47μg/m3，三项指标均达到
省定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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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组织5000多名党员干部，到锡
山森林公园集中拆除 300 多座“活人
墓”，可谓是下猛药治沉疴之举。

“活人墓”丧葬陋习由来已久，流毒
甚深。在公园建“活人墓”，不仅扰乱社
会秩序，破坏社会风气，还损害了地域
形象和发展形象。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破除多
年陋习，需顶住各种压力、阻力，克服难
以想象的困难。这充分体现了通城县
委县政府强力推行殡葬改革、向殡葬陋
习开刀的信心决心，也彰显了善谋实
干、涉险亮剑的责任担当。

当前，市委市政府推进“三抓一
优”、加快绿色崛起，为全市发展指明了
方向和路径，也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
新的要求、新的担当。今年来，通城新

一届县委县政府接连推出“禁麻”“禁
鞭”“拆违”，如今又集中拆除“活人墓”、
强力推行殡葬改革。这些实践表明，唯
有务实重行，方能干事创业；唯有担责
担难，方能改革发展；唯有创新创优，方
能换道超越。

沉疴下猛药，非常出重典。拆除
“活人墓”，是移风易俗、倡导节地生态
安葬的应然之举。愿通城“药”到“病”
除，早日告别丧葬陋习；也愿改革创新
之风涤荡通城，为全市绿色崛起、率先
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奉献更多的

“通城探索”、“通城作为”。

下猛药治沉疴
□陈新

本报讯 记者陈新、李嘉、特约记
者刘健平报道：昨日上午7时30分，通
城县殡葬改革领导小组率各乡镇、县直
部门5000余名党员干部，在锡山森林
公园开展“活人墓”集中拆除行动。

在锡山村段家湾，县城管执法局60
余名执法人员手持铁镐、大锤等工具，
对“活人墓”进行依法拆除，在不到两个
小时的时间里，将29座“活人墓”全部
进行平毁。

“为确保这次行动有序进行，我们
对每一座‘活人墓’都进行了清查、甄别
和登记，喷上了红色‘拆’字。”县城管执
法局局长卢玲璋说。

锡山位于县城东南，是省级森林公
园旅游风景区。近年来，当地村民和个
别单位侵占国家和集体土地，违法乱建
坟墓，致使“活人墓”现象猖獗。

“县里大力推行殡葬改革，集中开
展‘活人墓’拆除行动，我们全力支持。”
锡山村支部书记杨忠秋一面协助执法
人员拆墓，一面做好村民宣传教育工
作。

今年7月，通城向丧葬陋习开刀，
明确规定在县城红线区域内禁止修建

“活人墓”，要求集中治丧，大力提倡节

地生态安葬。锡山“活人墓”清理整治，
成为重中之重。

8月，县殡改办对锡山667座“活人
墓”，以及国家干部、企事业单位人员在
农村所建的267座“活人墓”进行清理
登记，前期已有65座“活人墓”墓主自
动拆除平毁。

在这次行动中，锡山森林公园内尚
未拆除的“活人墓”被划分为六个片区，
分别由隽水镇、民政局、林业局、住建
局、国土局、城管执法局牵头，负责组
织、实施“活人墓”集中拆除。

为畅通民意，县殡葬改革领导小组
分别在六个片区设立群众接访点，对当
地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现场解
答。

“对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活人
墓’的墓主，县里给予5000元的奖励，
并可在马鞍山陵园优先选择墓地。”县
委常委罗小虎说。

据悉，当天共成功拆除“活人墓”
367座。

9月25日，县殡改领导小组将对此
次集中拆除工作考核验收，对未完成任
务的单位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并限期整
改到位。

“通城将保持高压态势，持续平稳
推进，坚决打赢殡葬改革攻坚战。”在拆
除一线指挥的县长刘明灯介绍，县委县

政府按照PPP融资模式投资5亿元，将
锡山打造成一座集旅游、观光、休闲于
一体的城市公园。

森林公园岂容陋习煞风景

通城昨依法拆除“活人墓”367座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报道：
17日，由新华网主办的“2017最
美中国榜”评选揭晓，咸宁榜上
有名。

咸宁，美在哪里？
到过咸宁的游客，无不惊叹

这里山青、水秀、桂香、竹翠、洞
奇、泉温的美妙自然风光；无不
感叹这里商周青铜文化、红色文
化、嫦娥文化、生态文化带来的
精神熏陶。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

后又一条国际商路，咸宁羊楼洞
是万里茶道的主要源头。

在我国 300 多个戏曲剧种
中，咸宁的提琴戏，是独具特色
的一枝奇葩。2000年，崇阳县被
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
（提琴戏）之乡”。

咸宁被誉为“千桥之乡”，几
乎无桥不成路，无桥不成村，无
桥不成乡，无桥不成镇，无桥不
成市，可谓“桥之博物馆”。

咸宁境内温泉众多，“澡雪

精神”与“温泉文化”形神呼应，
是温泉文化理念的核心。

“最美中国榜”每年发布一
次，拥有旅游业“奥斯卡”美誉。

“2017最美中国榜”围绕“资
源禀赋、发展创新、管理机制、生
态绿色、文化底蕴、智慧旅游、特
色品牌、休闲风尚、创意融合、配
套服务、社会责任、大众满意度”
12个方面，对各参评城市、景区、
旅游企业、特色节庆等进行综合
评定。

咸宁荣登最美中国榜
12个方面综合评定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
副省长童道驰率省农业厅、水利厅、民
政厅、国土厅、旅游委、武汉海关等部门
负责人来我市调研。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丁小强，市领导何开文、张
方胜、汪凡非等陪同调研。

童道驰一行先后实地考察斧头湖
水域、咸宁高新区南玻光电、奥瑞金蛋
白饮料、合加环卫车、红牛饮料等项目
及贺胜“双J”特色小镇，详细了解斧头
湖生态保护落实湖长制情况、咸宁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情况。

童道驰充分肯定我市经济社会近
几年所取得的成就。他说，作为省级
斧头湖“湖长”，看到斧头湖水域面积

不减、水质明显提升、湖面围栏拆除、
生态正在修复，感到十分欣慰。尤其
让人感到高兴的是，咸宁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围绕发展抓投资，围绕投资
抓项目，围绕项目抓招商，围绕招商优
环境，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

童道驰点评我市各项工作时指出，
咸宁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94.5亿
元，增长15.5%，这是中高速增长，高于
全省增速2.9个百分点。全市民间投资
完成692.20亿元，增长20.7%，在全省
居于前列，值得鼓励赞扬。农业虽受灾
致农作物减产，但抗灾救灾措施有力有
效，仍将是丰收之年；工业结构不断优

化，发展势头良好；第三产业在零售、消
费、旅游等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精神，所招所建项目符合新发展理念，
资源禀赋与未来发展方向相吻合。咸
宁从传统农业大市正在向工业强市转
变，正在向现代城市迈进，是山青水秀
的活力之城。

童道驰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不动摇，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法，加大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落实河湖长
制，抓好河湖治理。咸宁地处中国中
部、长江之滨、湖北之南，绿水青山是
责任也是荣耀，要充分认识环保重要
性，在经济发展中切实落实绿色发展

理念，宁可发展慢一点，也要保护好生
态环境。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要将
实体经济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在农业
示范基地建设、工业新产业链延伸和
现代服务业带动消费等方面加大力
度，采用“基金+产业”招商的方式，让招
商引资与金融业有机结合，为民间投资
创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要进一步
落实“河湖库长制”，做好生活污水治
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工业废水治
理、河湖投肥污染治理等各项工作，大
力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早日实现湖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还大自然一
个碧水蓝天，还人民群众一个清洁亮
丽的河流湖泊。

副省长童道驰在我市调研时强调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动摇

赶制桔秆打包机
20 日，通山县经济开发区星光玉

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检
测新产秸秆打包机，为即将运往山西的
产品把好最后一道质量“关口”。

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销
售秸秆打包机为主营业务的制造企业，
目前，可年产秸秆打包机1000多台，实
现产值1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80余个，
产品主要销往北方产粮区。

记者 张大乐
通讯员 徐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