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大精神在基层
乡镇干部谈发展

“我镇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积极推进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设，
以绿色为韵、产业为基，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新集镇。”12日，通城县塘湖镇党
委书记王玉坤告诉记者。

塘湖镇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

以景区开发为核心，做活乡村旅
游。目前，黄袍山生态旅游风景区PPP
项目已由江苏东珠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中标，4月份即将开工。王玉坤表示，
这是继黄龙山旅游开发之后，通城县
第二个大型旅游景区开发项目。该镇
龙背山知青生态庄园、黄袍山旅游集
散中心等一批旅游景点和田园综合体
也在同步推进中。

以红色资源为引领，打造红色样
板。王玉坤介绍，今年11月份，通城将
举办第五届湘鄂赣苏区论坛，塘湖镇
作为重要参观点，计划新建元帅广场

和纪念馆，修缮红河革命烈士纪念碑、
湘鄂赣省委党校旧址和黄菊妈墓群，
建设干坑红色真人CS实战基地，把红
色遗址建成红色旅游和革命传统教育
基地。同时，引导群众种植油菜花、荷
花、樱花、紫薇花，打造“一红一绿”旅
游景观带。

以节会活动为引擎，唱响特色品
牌。该镇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优美
的田园景观、浓郁的风土人情，发展油
菜花节、野樱桃花节、荷花节等观光采
摘节会，拓展黄袍山帐篷节，推广大埚
共享农田节、蓝莓及八月瓜种植体验
节等旅游节会，做到“月月有节会，日
日有游客”，将塘湖打造成为全省知名
节会乡镇。

以特色农业为支撑，做强新兴产
业。该镇将依托油茶产业，扮靓“十里
油茶长廊”；依托油菜产业，打造“油菜
花海”；依托香莲产业，打造狼荷现代

农业生态观光园；依托蓝莓产业，打造
休闲农业观光园；依托中药材产业，打
造大盘山健康产业园；大力推进黄袍
山富硒绿色休闲产业园和黄袍山西丰
穗农业科技园建设。

塘湖镇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以乡村建设为突破口和着力点，

以集镇建设开发管理为重点，推动乡
村面貌大整治、大变化。”王玉坤答道。

今年，该镇将大力推进集镇建设
开发管理，拓宽集镇发展空间，完善集
镇功能，改善集镇环境，力争三年内使
集镇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目前，
该镇已谋划“九大工程”，即拆违拆棚、
下水道改造、集贸市场建设、污水处理
厂建设、自来水厂改造、狮子广场建
设、旅游公路连接线工程、便民服务中
心建设、龙印河滨河景观开发。这些
项目将通过社会融资市场运作，总投
资2亿元以上。

同时，该镇将启动荻田、阁壁美丽
乡村、望湖旅游村、凉亭中心村、大埚
传统村落、狼荷现代农业生态村建
设。一方面开展垃圾集中整治、道路
改造升级等专项行动；另一方面大力
规范农民建房手续，严格审批制度，强
力整治未批先建、批少占多、批劣占优
等违法行为，全力改善镇村面貌。

积极开展“破陋习树新风”行动。
该镇将开展禁鞭、禁一次性餐具行动，
保护生活环境。强力推进殡葬改革，
整治“活人墓”“豪华墓”，以村为单位，
建设农村公墓，严禁乱埋乱葬。大力
推进厕所革命，在旅游景点、农村公共
场所、农户建设环保厕所，不断改善民
生，提升全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专访通城塘湖镇党委书记王玉坤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新集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万镇 郑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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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13～15日受南支槽东移、西南急流共同影响，有一次中等强度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3月13日：多云转小雨，偏南风1～2级，12～22℃；3月14日：小到中雨，偏南风1～2级，13～20℃；3月15日：小雨，偏南风1～2级，13～20℃。今天相对湿度：60～100%。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
讯员敖琼报道：7日，全市基层
干部防汛知识培训班开班。80
多名来自全市各县市区防办及
乡镇基层干部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为期三天，邀
请省水利规划设计院、省湖泊
局、市水务局、民政局、国土局、
气象局等方面的专家，培训内
容涉及水库湖泊防汛、山洪灾
害预警、灾情统计报送、气象与

防汛、地质灾害防治及长江堤
防抢险等各方面内容。

市水务局工作人员表示，本
次培训班结合新时代治水理念，
深入浅出，为我市水利工作谋划
把脉开方、指点迷津，培训人员
认真学习领会，以全市创建水生
态文明城市为契机，积极主动、
有的放矢，在项目建设中注重生
态环保，实现系统治理，推动我
市水利事业发展再上台阶。

全市基层干部防汛知识培训班举行

8日，为庆祝“三八”妇女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教育女干部职工，大力弘扬党的革命传统
教育，市农科院组织全院女干部职工赴武昌参观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旧址和毛泽东同志故居。 通讯员 张智慧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恬、实习生
祝丹娜报道：12日，市委第四巡
察组在鄂南高中学术报告厅召
开巡察工作动员会，正式开展为
期一个月左右的巡察工作。

巡察组强调，要学深悟透
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讲话
精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省委
和市委的新要求上来；要坚持
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上聚神、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上聚力、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上聚焦，牢牢
把握政治巡察定位，深入监督

检查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和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等情况；要共同努力，切实保证
巡察工作的顺利开展。

鄂南高中主要负责人表
示，将从讲政治、讲大局、讲纪
律的高度，自觉接受巡察组的
监督检查；统一思想，高度重
视，切实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待
巡察工作；严守纪律，全力配
合，确保巡察检查工作顺利进
行；及时整改，标本兼治，确保
巡察工作取得实效。

市委第四巡察组进驻鄂南高中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
道:11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何开文率市环保局、住建委、
规划局、水务局、农业局等市直
部门单位负责人检查淦河河长
制工作。

淦河全长76.6 公里，流经
咸安区7个乡镇办、29个村，流
域面积854平方公里，共有13
条支流。

何开文一行先后实地察看
了南川水库加固工程、马桥饮
用水水源地取水口、大屋肖河
与淦河交汇处、潜山村排污口、
彩虹桥排污口情况，随后举行
调研座谈会，听取了咸安区淦
河河长制有关工作汇报及市区
有关部门单位和沿线乡镇的工
作发言。

何开文指出，淦河是母亲
河、生命河，与我们的城市息息
相关。淦河河长制成员要提高
政治站位，倾注真情实意，怀着
强烈的履职意识，认真履行“安
全、生态、美丽”使命责任，呵护
好“母亲河”。

何开文要求，要科学规划，
强化监管执法，推行清单管理，
加快工程治理，加强督促检查，送
斧头湖一泓清流。淦河上、中、下
游要全面考虑制定综合治理方
案，坚持规划引领，明确工作职
责，解决“九龙治污，群龙无首”的
问题，以实施项目为抓手，强化淦
河管理工程性措施，在对沿岸未
达标的18处排水排污口进行严
格监管的同时，寻污索源，联合
执法，维护好水生态环境。

市领导检查淦河河长制时要求

认真履责呵护母亲河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
员王异飞报道：12日，市消防支
队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胡甲文，省消
防总队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
朱正洪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2017年咸宁消
防以品牌引领发展，打造了“消
防风险评估”“训练基地建设”
和“135灭火救援圈”三张名片；
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推进智慧
消防建设，夯实公共消防基础，
打造鄂南消防铁军，强化从优
待警，圆满完成了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认清形势再
出发，2018年群众期盼更安全，

安全形势更严峻，要坚持目标
导向，努力打赢火患治理攻坚
战；要强化责任勇担当，消防工
作要坚持落实党委政府领导责
任、行业部门管理责任、消防部
门监督责任和企业单位主体责
任；要夯实基础增底气，要配强
一线力量，加强综合应急救援
联动响应基础和区域性灭火单
元建设，加强救火演练，提升救
援能力；要打造铁军创一流，加
强消防部队忠诚教育，配强消
防工作领导班子力量，发挥典
型引领作用，形成比学赶帮超
氛围，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加强
职业道德教育。

市消防支队

敲定今年全市消防工作重点

把“绿色”融入日常生活
○ 张西流

又是一年植树节。市领导集体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建生态家园，
也掀起了全市新一轮植树造林的高
潮。崇阳大力推进造林灭荒工程，三
年计划完成17.6万亩；嘉鱼县领导率
千余名机关干部和群众参加义务植
树 活 动 ，2018 年 计 划 造 林 1.6 万
亩.……全市各地用生动实践，阐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特别是，市委书记丁小强指出，

要引导全市人民牢固树立生态文明
理念、养成绿色生活习惯，把绿色融
入日常生活，用实际行动改善、保护
生态环境，让咸宁大地山更青、水更
绿、天更蓝、地更净。

如何把“绿色”融入日常生活呢？
首先，必须从宣传着力，树立绿

色生活观念。播下一种观念，收获一
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
惯。要将保护环境作为一种安身立

命的观念，印刻在市民心里，自觉将
保护环境作为生产生活的行为规范，
时时刻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营造绿
色生活的良好氛围。

同时，必须从点滴做起，倡导绿
色生活方式。“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保护环境亦生于毫末，要从自己做
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小事做
起。绿色生活绝不是一阵风，要做就
要做到善始善终，直至“绿色”成为人

们的一种生活习惯。积土成山，积水
成渊，使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成为一场绿色发展观的深刻革
命，在全市培育出倡导绿色生活的新
气象。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员黄
浩、柳珊报道：9日上午，崇阳县港口
乡小沙坪村街道旁，市住建委驻该村
帮扶工作队和乡直各部门工作人员
共50多人，正挥动着手中的镐头、铁
锹，热火朝天地进行植树。

“开春前，我们就逐村、逐山头地
块对全乡现有的荒山荒地情况进行
调查摸底。眼下正是种树好时节，全
乡各个村迅速动员开展植树造林工

作。”该乡党委书记张朝晖介绍说。
据悉，去年9月，省政府常务会议

决定，用三年时间消灭全省剩余宜林
荒山。崇阳县高度重视，迅速抢抓机
遇，大力推进精准灭荒工程。该县第
一时间成立了精准灭荒工程领导小
组，由县长郑俊华任组长，多次组织
召开会议安排部署精准灭荒工程具
体工作。

历经两个多月的摸底调查，该县统

计得出，全县精准灭荒工程面积为
176600亩，涉及12个乡镇和2个国有
林场。按计划今年至少完成49333亩。

为落实计划，该县林业局党组成
员率领包保督办股室、林业站人员到
各乡镇山头地块，向造林主体指界交
地，督促立即开展林业清理、整地造林
工作。该局同时组成12个专班，一个
专班负责一个乡镇，实行挂图作战。

该县大力支持造林公司、专业合

作社和造林大户造林，严格落实奖补
政策，根据造林的成活率，每亩支付
800元（分三年付清，成活率达到85%
以上，第一年抚育后付500元，第二年
付150元，第三年付150元)。

截至目前，该县已有109家公司、
专业合作社和个人签订精准灭荒造
林合同，完成造林22585亩。其中，
50亩以上社会参与主体61户、100亩
以上社会参与主体12户。

崇阳大力推进造林灭荒工程
计划3年完成17.6万亩

种枇杷
8日，春风和煦，通山县大畈镇和

平村碧波荡漾的富水湖畔，身着军装
的老兵们正为新栽的枇杷树苗填土。

据悉，当天，通山县领导率领县直
机关单位 400 多名党员干部，开展义
务植树活动，现场共栽种枇杷树苗
1000余棵，活动旨在加速推进精准灭
荒工作，提高全面植树护绿意识，扩大
枇杷种植规模，助推大畈“枇杷小镇”
建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慧
通讯员 谭梦星 余曰储 摄

春风染绿大地，嘉鱼县再掀植树
热潮。

9日，县委书记余珂和李新华、葛
婷等县四大家领导，率千余名机关干
部和群众赴长江干堤潘家湾段江滩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为嘉鱼春天添新
绿，为绿色经济增后劲。

和煦春风里，一个个挥动的铁锹
敲打着沉睡在褐色泥土深处的绿意。

“种植面积数十亩，水杉苗3000
株”这样的数据让大家满怀憧憬，将
来，这里会绿树成荫、一幅百姓富生

态美的画卷变为现实。
“大家快来，一起加把劲，把树苗

扶正。”县领导和干部群众三五成群，
踏着春雨后酥软的泥土，撸起袖子加
油干。扶苗、培土、踩实、浇水……一
道道工序做得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
3000余株水杉栽植完毕。在一双双
劳动的手中挺拔而立，把长江岸边装
点得绿意盎然。

植树间隙，余珂向县林业部门负
责人询问了嘉鱼县造林绿化情况。

他说，每年春天，县领导和机关干部
带头、全县人民积极参与植绿护绿活
动，已经成为嘉鱼的一项优良传统。
要广泛动员全县人民参与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用勤劳的双手，大力开展
植绿、爱绿、护绿行动，让嘉鱼的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

近年来，嘉鱼县委、县政府始终
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作为指导工作的辩证法、方法论，大
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不少荒山披

上了绿装，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巨大改
变。

仅2017年，全县高标准完成造林
2.2万亩，占计划任务的110%。同时
实施了林业血防、长防林、造林补贴
试点、油茶产业、森林抚育等林业重
点项目。

2018年，全县计划造林1.6万亩，
其中油茶造林0.5万亩。目前，已经
完成造林 5000 亩，其中油茶造林
1000亩。

千人植树播新绿
通讯员 皮道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