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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商 共建 共享

共赢

谭琼言见义勇为擒劫匪

通平修依托生态优势深化合作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建平、通讯员
朱闫报道：3 月 30 日，第二届“通平修”次
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高层联席会在平江
县召开，会上通过和签署了成立通平修
次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委员会、建设总
体规划、次区域旅游发展等有关决议和
计划，旨在厚植生态优势，建成长江中游

城市群
“绿心”。
“通平修”次区域合作示范区地处鄂
湘赣三省交界，由湖北通城、湖南平江和
江西修水三县组成，合作示范区北上联
动武汉城市圈，西南呼应环长株潭城市
群，东南连接环鄱阳湖城市群，是我国首
个国内次区域合作示范区。
自 2015 年 12 月 18 日长江中游城市
群“通平修”次区域合作示范区首届联席
会议召开以后，三县打破壁垒建立机制、
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共建共享促进发展，
实现了三县规划事项统一认识、统一部
署、统一实施，提升了区域合作发展质

量，对三县共同推进的重大项目、重大政
策做到了实施机制统筹、利益分配机制
统筹。
同时，三县在交通、旅游、医疗等领
域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推进了修水—
平江—益阳高速、修水—通城高速等一
批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建设和落地，毗邻
乡镇间建立起联防联治机制，探索推行
了劳动就业信息共享、新农合跨省报销
等机制，
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018 年，通平修三县将创新区域协
同机制，加强规划组织实施，推进三县旅
游“抱团”发展，把幕阜山（黄龙山）创建

成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新区，合力创建
一批“国字号”旅游品牌。加快平益高
速、通修高速、常岳九铁路、南昌—修水
城际铁路等项目落地和建设，以环幕阜
山（黄龙山）旅游公路建设为核心，共同
推进景区公路提质改造，打造武长昌三
角区域内的“1.5 小时快速通景网”和通平
修合作区内
“一小时旅游圈”
。
三县还将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有机
结合，进一步深化三县就业、医疗、教育
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合作，打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攻坚战，努力创建湘鄂赣革
命老区连片脱贫示范区。

特色生态农业 绿色新兴工业

通平修携手共推产业协同发展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建平、通讯员
闫朱报道：日前，第二届“通平修”次区
域合作示范区建设高层联席会上，通平
修三县相关负责人均表示将携手在特色
生态农业、 绿色新兴工业等方面，共推
产业协同发展 。
该三县将突破关键技术，拉长产业
链，支持构建“通平修”新材料产业发展
联合体，形成上下游产品配套协调加工
体系。重点发展电子新材料、新型建筑
材料，积极支持通城砂布小镇建设、亚洲
云母绝缘体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与平江
新材料产业园、修水 PE 管材和 HDPE 新
材料改性生产项目等协同发展。推进合
作研发体系建设，共建新材料技术联合

创新平台，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工业、电子
信息产业、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产业、矿
产品加工业。
同时，以区域产业为载体，共同推进
特色生态农业、绿色新兴工业、文化旅
游、清洁能源、商贸物流等产业建设，建
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工程，全力
打造特色鲜明的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努
力形成“一线串珠、辐射全域”的绿色产
业发展新格局。建立产业共建和利益共
享机制，积极发挥商会与行会的纽带作
用，培育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市场机制，
探索建立企业信息发布平台，联网企业
信贷信息诚信账户，实现区域间共建产
业项目收益共享。

据了解，三县依托区域资源优势和
特色产业，统筹共促主体培育、农村电
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和服务体系等方
面的发展，推动电子商务与农业、制造业
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扩展就业渠道。
充分发掘电子商务发展动能，提高电商
扶贫精准度与有效性，改善电商生态、开
创“全面布局、全面合作、全面融合、全面
带动”的全域电商发展新模式，充分释放
电商红利。
该三县坚持“多规合一、工商并举”，
统筹协调各类规划，以通城经济开发区、
平江天岳新区、修水工业区为载体，重点
培育传统制造、电子信息、中医药“三大
产业”，不断壮大回归经济、总部经济、飞

地经济“三大基地”，加快建设手机小镇、
砂 布 小 镇 、中 医 药 健 康 小 镇“ 三 个 小
镇”。加快构建要素匹配、功能齐全、服
务完善、特色鲜明的“产业-城市”空间复
合体，形成人、城、产业之间有活力可持
续的发展新模式。
下一步，三县将通过建立健全产业
转移推进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搭建示
范区产业合作平台，合理布局工业产业、
农产品加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把握各
类产业发展趋势，在示范区内构建电子
信息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园、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园、休闲食品加工产业园、返乡
创业产业园、现代农产品产业园等“六大
产业园区”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荣膺省道德模范
本报讯 通讯员吴飞高报道：3 月 28 日晚，第六届湖
北省道德模范致敬礼晚会举行，通城县好司机谭琼言被评
为
“见义勇为模范”。
2013 年 9 月 7 日，谭琼言驾车外出联系业务途中，遇到
一起抢劫事件。在和劫匪搏斗的过程中，他不顾身上的伤
口，忍住疼痛，终将两名劫匪擒获。
谭琼言是个普通的个体业主，身上却闪耀着关爱他人
的美德，碰上需要帮助的人和事，总是不计个人得失，挺身
而出。他曾经荣获全国见义勇为好司机、湖北省见义勇为
先进个人等称号，
入选
“湖北好人”
。
去年，
谭琼言被全省推荐为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见义勇
为模范候选人，
经过评选，
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通城整治殡葬乱象

严控
“套棺土葬”
本报讯 通讯员熊皓报道：4 月 4 日，一条关于
“逝者李
某火化后违规套棺土葬活人墓”的消息在通城市民的微信
朋友圈里开始传播。发现这一情况后，4 月 5 日，通城县殡
改办立即组织力量开展调查，并迅速锁定了该安葬点。
经调查核实，被套棺重葬的李某于 4 月 1 日死亡，4 月 4
日火化后，家属将其骨灰盒装入棺木，下葬到自建墓地。
工作人员连续三天登门拜访，向李某家属宣传法律法规及
殡改政策。经过耐心的劝导，家属表示坚决按现行殡改政
策办事，并于 9 日上午将李某骨灰迁至通城县马鞍山陵园，
并无条件平毁现坟墓。
该坟墓位于隽水镇白沙社区六组山林内，此处还有近
60 座
“活人墓”将由隽水镇组织力量在 6 月份前全部拆除。

大溪国家湿地公园

开展
“爱鸟周”系列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肖琴报道：4 月 3 日，通城大溪国家湿
地公园管理处在大溪国家湿地公园开展 2018 年“保护鸟类
资源,守护绿水青山”
为主题的
“爱鸟周”
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先后发放了《爱鸟护鸟倡议书》
300 余份，组织师生参观了宣教中心，观看了“爱鸟周”活动
专题宣传片，并开展了“认识鸟儿”知识讲座。活动还邀请
到了 30 多位摄影爱好者参加以野生动植物为内容的摄影
比赛。
此次“爱鸟周”系列活动旨在弘扬生态道德，保护生态
环境，保护野生鸟类，号召广大市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用实际行动宣传、感化、带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加
入到保护野生鸟类的公益行动当中来。

县花鼓戏剧院“红色文艺轻骑兵”

到各乡镇巡演
本报讯 通讯员胡远报道：8 日，由通城县花鼓戏剧院
组成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演出小分队走进麦市镇，开展湖
北省文化厅第 26 届百团上山下乡暨新春金秋巡演活动。
戏台上，花鼓戏剧团的演员们一一粉墨登场。演员们
嘹亮的嗓音、精彩的台词配上转体摆袖的身姿和神韵，将
传统剧目《合银牌》中的书生余元宝与母分离、高中状元、
与母团圆的故事娓娓道来。在提琴、三弦等多种乐器和鸣
烘托下，
演员们将花鼓戏独特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了解，通城县花鼓戏已被纳入湖北省地方十大保护
剧种，为进一步丰富全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县花鼓戏剧
院每年要送戏下乡 200 余场，此次巡回演出将持续 7 天，走
进该县各个乡镇。

安装安全护栏
建设美丽乡村
4 月 10 日，在通城县马港镇潭高线易
段路，
施工队员在安装波形梁护栏。
通城县将公路安防工程建设与美丽
乡村建设相结合，全面打响村级公路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攻坚战，彻底解决校车
路线、客运线路、危险路段、临水临崖、急
弯陡坡等处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群众
出行安全，助力乡村振兴。
截至目前，该县已完成安防里程 300
公里，
整治重点隐患 563 处。
特约记者 刘建平
通 讯 员 吴忠祥

县残联开展“五个一”活动

送文化进残疾人家庭

摄

县科技局力助企业提质增效 县卫计局着力传播健康理念
本报讯 通讯员齐宣报道：
“创新是第
一动力。国家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省、
市、
县对科技创新的扶持政策很多，
我们要抓住这一契机，
精准对接，
为企业提
质增效转型在科技方面创造条件。”近日，
通城县科技局党组书记、
局长胡锋平表示。
3 月 27 日，通城县科技局局长胡锋平
一行来到福人药业，送上该公司获得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并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
奖等多个奖项的申报、企业研发资金补贴
等政策的争取进行详细讲解。希望企业

把工作做早做细，提前抓好专利申报、科
技成果转化等工作，为奖项成功申报和政
策成功争取打下基础。
为使 2018 年全县科技创新再突破，
通城县科技 局 紧 紧 抓 住 企 业 这 一 科 技
创 新 的 主 体 ，进一步优化“科技清单式
服务”、
“ 三个一”企业蹲点科技服务工作
机制，先后到平安、瀛通、三赢兴、福人药
业等 20 多家公司，开展送政策“春风”行
动。多家企业负责人表示，一定会紧紧抓
住机遇，推进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余頔报道：
“ 管住你
的嘴，迈开你的腿……”4 月 2 日下午，通
俗易懂的健康知识讲座在通城县卫计局
多功能厅举行。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三级健康管
理师熊新征以 PPT 为板书，声情并茂地
讲解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肥胖等慢
性疾病及职业病的防治知识，并提倡合理
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健
康生活方式。讲座中，他还教授了健康保
健操“五禽微运动”，就颈椎、腰椎等职业

病预防进行互动，
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雷明顺说：
“许多
疾病的发生都与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
为密切相关，卫计部门要做健康理念的先
行者，从我们做起，主动改变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行为，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生活
方式革命，促进全民身体健康。
”
此次《生活方式与健康》讲座，与该局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相结合，旨在打造健康
政治生态的同时，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健
康素养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罗颖报道：4 月 10 日，县残联开展残
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组织了 40 名贫困、重度残
疾人来到马港镇东山屋场，参观游览了“医博生香”、早安
多肉植物园等多个景点。并为每个残疾人发放了技术培
训、名人名著等相关书籍和电影票。
自 2016 年以来，县残联已组织百余名贫困、重度残疾
人开展“五个一”活动，旨在让残疾朋友放下心理“包袱”，
拓宽视野，以积极的心态共享美好、快乐的幸福生活。
县残联副理事长丁莺莹说，计划利用五年的时间帮助
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每年读一本书、看一次电影、游一次
园，参观一次展览、参加一次文化活动，为他们提供触手可
及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满足他们
的精神文化需要。

县“两违”办牵头强制拆除 3 栋违法建筑

为各大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黎晓报道：4 月 11
日，通城县“两违”整治办组织多个部门
的百余名执法人员，依法强制拆除了隽
水镇辖区内 3 栋违法建筑。
据悉，这三户是经拆除通知，拆除催
告等法定程序告知后，仍然置若罔闻的

违建户。被拆除的 3 栋违法建筑中，有一
处是石泉村 106 国道建设红线区域内的
钉子户，该建筑搭建于 80 年代，执法部门
曾对其评估报价，但户主漫天要价，拒不
拆除。多次协调无果，该违建房最终还
是同另外两处违建一样，被强制拆除。

另外两栋都是位于该县康美新城的闲置
瓦房，是两名白沙社区村民在未经许可
的情况下，擅自在本组自留地上搭建的。
拆除过程中，执法人员每到一处都
先将屋内无关物品进行清理抬出，然后
才安排大型挖掘机进入现场进行拆违作

业。中途虽有违建户主试图阻挠执法，
但在各部门的紧密配合和执法人员严格
执法下，
拆违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
今后，
该局将对未经许可的违法建设、
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阻挠城市建设的行为
予以严厉打击，
为各大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2 日，隽水寄宿中学学生利用课间在阅读。该县各中
小学开展读书日、读书节、读书月系列活动，营造浓郁的书
香氛围，引领师生以书为友，与经典为伴，勤读书、读好书、
养成阅读好习惯，
做幸福读书人。
通讯员 黎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