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本报讯 记者刘文景、马丽
娅、通讯员刘治国报道：“萝卜盘
成肉价钱”，这句民谚说的是路程
远、成本高、划不来。眼下在崇阳
生态旅游经济带却有了不同的含
义。22日，记者在崇阳境内最高
峰大湖山脚下的高枧乡中山村看
到，各地的游客踏访光顾，村里的
红薯粉、鸡鸭豚等山货很是抢手。

“几个月之前，中山村可不是
这样的。”72岁的老人吴贵甫说，
由于路不畅，出行难、就医难、上
学难，以前生活成本很高，群众生
活很苦。

道路成为制约山区发展的
“瓶颈”。2012年，时任崇阳县长
杭莺在当地调研时决定，集全县
之力，修通一条出山的路。

次年5月，幕阜山生态旅游
公路崇阳段在该县铜钟乡开工，
并被列入湖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特色公路规划。

该路在崇阳境内为“一横一
纵”两线布局。其中，横线东起通

山与崇阳县分界点界头塘，途经
港口乡、金塘镇、高枧乡，西至崇
阳与通城县分界点白埚，长46.9
公里；纵线南起江西省修水县全
丰镇与崇阳县高枧乡接壤处小山
界，途经高枧、青山、铜钟，抵天城
镇，全长40.6公里。

截至目前，铜钟至高枧段长
28公里路基、路面已完工并通
车，剩下高枧至小山界长12.6公
里路段正在加紧建设。

幕阜山生态旅游公路修通
后，崇阳也因此形成了幕阜山

“1+6一刻钟”和“1+5半小时”交
通圈，彻底改变了全县20多万人
的出行难题。

这条路不仅改善了路网结
构、提高了通行能力，更以路串
景、以景活业，实现了从“景点旅
游”向“全域旅游”迈进，极大地带
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天城镇坤旺农业科技园，过
去主要是栽种水果、养鱼，偶尔招
引游人前来采摘，如今正积极向

采、观、钓、游、居方向发展，通过
打造农业+旅游开发模式，变成
了特色农业休闲景点。

高枧义源村，变废为宝，在石
头山的石头缝隙里栽种中药材，
既是特色景观，又是药材基地。

青山茶韵颐养小镇项目初步
形成，港口乡西庭樱花小镇、桃源
小镇，金塘风电场等项目都在有
序推进。

该县还以幕阜山旅游公路为
主线，谋划和推进幕阜山绿色产
业带项目建设、美丽乡村及集镇
建设升级改造。

眼下，金塘镇柃蜜小镇、青山
生态养生步道、中国山地户外运
动艺术小镇、朝阳洞生态旅游风
景区开发等系列大项目迅速升温
红火。

旅游公路沿线，各类特色农
家乐、民宿园、观光园、茶博园、小
微绿色食品厂、竹木加工厂等特
色产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带
动沿线近8万人摆脱贫困。

修通一条路 造福一方人

崇阳打造生态旅游经济带

3日，崇阳县丰日科技产业园内，丰日管业公司员工在调运
管材。该园区位于崇阳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300亩,由湖南丰
日电气集团投资10亿元建设，已有丰日电源、丰日管业等公司
入驻，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0亿元。 记者 袁灿 摄

丰日科技生产忙

打好三大攻坚战 做好三篇大文章

咸安彰显首善之区新作为
本报讯 记者吴钰、特约记

者胡剑芳报道：日前，咸安区召开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会议提出，2018年，将围绕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做好高
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全域旅游
三篇大文章，推进一圈三带、一河
两岸、一区六园，三个一工程，推
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彰显首善之区新作为。

2018年，咸安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 8.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 ；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8.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0.6%。

该区将保持加快发展的势
头。矢志不渝深化“三抓一优”，
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壮大发
展新动能，着力促进转型升级。
强力推进“一区六园”建设；加快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力发展现
代农业，聚力发展全域旅游，加快
发展商贸服务业。

该区将构建多点发力新格
局，着力统筹城乡发展。实施城
镇升级计划，建设产业兴旺、功能
完备、活力迸发的特色城镇。实
施乡村振兴计划，支持向阳湖片
区、汀泗桥片区等区域打造田园

综合体。
该区坚守绿色发展的定

力，厚植绿色发展新优势，着力
推进生态建设。着力推进突出
环境问题整治，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坚定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展道路。

该区牢记发展为民的宗旨，
确保用于民生的支出只增不减，
为群众兴办的实事只增不减。努
力在发展中补齐发展短板、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确保全体咸安人民在共建
共享共治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2017年，全市各级各部门问责管党
治党责任落实不力党组织 26 个、党员
干部228人，市纪委对4起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力典型案件进行
了通报。

这是持续释放“有权必有责、有责
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强烈信号，这是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
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的制度执行，
这是锲而不舍督责任、驰而不息促担当
的咸宁行动。

各级党组织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把
政治责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

要求，把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
设。各级党组织姓党，管党治党是应尽
之责，首要之责，主体之责，岂能打折？
打折，就会被打板子。

监督职责是各级党组织的共同责
任，不要误以为监督职责仅仅是纪检监
察机关的、仅仅是单位第一责任人的。
把监督职责推向某个单位或是某个责
任人，是在打折，是在推卸责任中缺责、
失责，还是要挨板子。

一方面，监督责任包含在主体责任
中，是主体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
方面，《党章》赋予党组织的纪律处分

权，《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了党组
织的问责权。这是权责对等的顶层设
计，必是权利和义务的合二为一。

责中有则勿折衷。追责问责，不仅
仅是为了追究某个党组织或某个党员
干部的责任，却让党员干部不敢担责、
不愿担责、甚至是放弃责任，而是为了
让党员干部在履职尽责中引领新时代
潮流，在创先争优中弘扬新时代担当。

责中有则勿折衷
○柯建斌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这是人们过
去对畜禽养殖场的印象。然而，当记者
近日来到通山县黄沙铺镇毛杨村铭发
畜禽养殖场时，眼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场内场外干净整洁，树木、花草点缀其
中，一片生机盎然景象。

正在鸡舍内忙碌的毛杨村15组贫
困户毛望志，在基地务工已有两年多时
间。“以前这里的鸡都是散养的，如今全
部换成了网床集中养殖，不仅工作量减
少，排泄物污染也大大降低。”毛望志
说，自己每月能挣3000多元的工资。

原来，铭发畜禽养殖场也曾有过
“脏乱差”的过去。2015年基地成立之

初，由于养殖方式简单粗放，生鸡排泄
物得不到及时处理，污染环境的同时，
也增加了养殖成本。

2017年，在政府部门的宣传引导
下，基地负责人毛旺铭决定转型，走生
态养殖之路。他投入40多万元，引进
智能化养殖设备，实现自动喂养，变废
为宝。

“两年前请人托运鸡粪，每年就要
花掉3万多元。现在，自动烘干作为有
机肥出售，每年还要增收7万多元，相
当于平均每只鸡多赚了好几块钱。”毛
旺铭说。

生态养鸡模式在黄沙铺镇并不是

个例。
近年来，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发

展壮大生态养殖产业，黄沙铺镇成立了
畜禽养殖污染整治专班，逐步建立宣
传、排查、控制、处理等长效制度，一批
养殖基地由此加快转型的步伐。

截至目前，该镇已对辖区内40余
家养殖场全面排查。其中，非禁养区需
要达标整改的34家已初步整改到位。

畜禽养殖不再“脏”
记者 程慧 通讯员 王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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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者谭昌
强、通讯员陈爱华报道：为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根据《中共中央
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
则》和《湖北省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精
神实施办法》要求，我市近日印发《咸宁
市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和
省实施办法精神的具体办法》（以下简
称《具体办法》）。

《具体办法》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共7个部分33条，着重对
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
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新闻报道、
厉行勤俭节约等方面内容作了进一步

规范、细化和完善，与2013年《中共咸
宁市委、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进一步改进工作
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若干意见》比较，
这次的《具体办法》更严、更细、更实。

《具体办法》规定，要改进调查研
究，注重实际效果，落实直接联系群众
制度，减少陪同人员，不搞层层多人陪
同。要精简会议活动，严格清理、归并、
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能不开的坚决不
开，可合并的坚决合并，切实提高会议
活动效率和质量。要精简文件简报，从
严控制发文数量和发文规格，严格发文
审批程序，提高文件简报的质量和时
效。要规范出访活动，坚持因事定人，
合理安排出访，严格根据工作需要安排

随行人员。要改进新闻报道，简化市领
导出席会议活动新闻报道，精简全市性
会议活动新闻报道，规范市领导调研活
动新闻报道，规范重大专项工作新闻报
道等。要厉行勤俭节约，注意节俭、适
量，按规定缴纳食宿费。

《具体办法》强调,市领导要带头执
行，反对特权、不搞特权，以钉钉子精神
抓牢抓实抓成。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
行《具体办法》，可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完善涵盖本地本部门各级领导干部的
更加具体、更便于操作的贯彻落实办
法。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要定
期进行督促检查，纪检监察机关要加
强执纪监督、国家监察、专项治理和明
察暗访。

我市出台《具体办法》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实施细则和省实施办法

本报讯 记者李娉报道：日前从北
京传来消息，第十七届中国广播剧专家
奖评奖结果揭晓，市委宣传部精心打造
的广播连续剧《飞箭》喜获三等奖殊荣。

三集广播连续剧《飞箭》由咸宁市
委宣传部出品，咸宁日报网络传媒中心
联合有关单位录制，本土资深作家柯于
明担任编剧。该剧根据我市工商局干

部张亮打击网络传销的先进事迹进行
艺术创作，充分表现主人公爱岗敬业、
勇敢智慧、坚毅执着的精神品格，充分
展示咸宁工商人“敢担当、善作为”的部
门形象，对于净化社会风气，鼓励干部
作为、部门履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该剧
是全国首部“打传”广播连续剧，在中

央、省、市各级广播电台播出后，产生了
广泛社会影响。

据悉，中国广播剧奖是国家级政府
奖，每年评选一次，表彰一年中的广播
剧精品。本届参评剧目数量多达近
100部，其中获奖连续剧20余部，获得
三等奖的连续剧4部，《飞箭》是湖北唯
一获奖的广播连续剧。

《飞箭》获全国广播剧三等奖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王紫丹报
道：1月3日，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副校长段
永发一行就“幕阜山片区精准扶贫及竹产
业融合发展合作”课题来咸调研考察。市
政协主席曾国平会见课题组一行。

座谈会上，段永发介绍了学院的基

本情况，学院的优势专业学科——文化
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以及学院与赤壁
的合作项目“赤壁之竹”、“设计扶贫”。
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就竹产业合作发
展问题进行交流。

曾国平说，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注重

高校发展与地方发展结合，学生培养与
社会需求接轨，既接地气又有担当。他
强调，市有关部门要加强与学院对接，
进一步将咸宁竹产业做出创意、做出成
果，并以此为起点，拓展更多领域合作。

市政协副主席尤晋参加座谈会。

曾国平同武汉院校课题组座谈时提出

推动咸宁竹产业创新发展

向幸福迈进
（详见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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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资为何不能按月开？
（详见第六版）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
何洪涛、郑红萍报道：黛瓦白墙清
新悦目，醒目的标语、火红的灯
笼、工整的对联引人驻足。这是
记者近日在通城塘湖镇润田村润
田小学集中安置点所见的一幕。

据镇干部介绍，塘湖镇润田
小学集中安置点总建筑面积325
平方米，上个月，10户村民正式
搬迁入住。

“原来没地方住，现在终于住
进了新房，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
策。”贫困户汪春明说。

汪春明的弟弟患有严重的精
神疾病，兄弟俩相依为命，如今兄
弟俩分配到了一套50平米的安
居房，卧室、厨房、厕所一应俱全，
镇里还配备了生活用品。

据了解，2017年省易迁办下
达通城县易地扶贫搬迁计划
1988户、5030人。目前该县已
实现向搬迁户“交钥匙”2240户
5662 人，搬迁人数占省计划的
112.6%。

为确保目标任务如期完
成，该县由一名县委常委包保

1-2个乡镇，定期进村入户督办
易迁工作进度，县委书记、县长
带头督办，强力推进全县易迁
工作。

为确保易地扶贫搬迁户有稳
定收入来源，实现脱贫致富，该县
根据年初确定的油茶种植及林下
经济、畜牧水产养殖等八大重点
产业规划，探索出搬迁脱贫“1+
N”模式在全县推广。全县建成
小龙虾、中药材、油茶、蔬菜等产
业扶贫基地270个，带动4500户
12738人脱贫。

通城完成年度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