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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20～23日受高空槽东移和低空急流共同影响，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并伴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3日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气温下降，风力加大；24～25日转受槽后偏北气流控制，降水渐止，以多云天气为主；26日高空弱波动东移，多云局部小雨。

十九大精神在基层
乡镇党委书记访谈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
杜文辉、柳旭东报道：11日，通
城杭瑞陶瓷公司向该县工商局
赠送“服务维权办实事，热情贴
心为企业”牌匾以示感谢。

2014年 7月，该公司在通
城某店购买了 177 台电热水
器。今年3月12日，该公司员
工郑某准备洗澡时电热水器突
然起火爆炸，所幸机修工及时切
断电源，未发生事故。

事发后，该公司要求赔偿
3000元经济损失，并多次要求
厂家检修，却未收到明确答复。

3月16日，通城工商部门受
理投诉后，由县消费者委员会、
消保分局工作人员前往事发现
场调查取证。

经工商部门调解，该品牌电
热水器生产厂家对其余电热水
器进行检修，并退换新电热水器
一台，赔偿经济损失2000元。

通城工商局及时帮企业维权

10日，嘉鱼县高铁岭镇九龙村，当地工人正在对龟咀泵站出水
渠硬化。据了解，从去年开始，该镇争取资金1000余万元启动泵站
修复工程，目前泵站进水渠和泵房已完工，4000多米的出水渠预计
今年5月底完工。届时，1000多亩耕地的灌溉将得到保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龙钰 聂莉 摄

本报讯 通讯员李扬、但
雅璇报道：为切实提高支部主
题党日活动的针对性、持续性
和时效性，市财政局结合部门特
点和工作实际，坚持虚功实做、
实功真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不
断深化，党建工作全面进步。

做实规范文章，解决标准
不统一问题，统一支部活动室
门牌标识、党建制度牌制作、学
习教育教材等；做实学做文章，
解决效果不实在问题，班子成员
带头讲党课、带头述学述做，推
行“三三制”学习教育模式；做实

督导文章，解决工作不平衡问
题，提高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仪
式感和庄重感，开展“流动红旗
党支部”和“十星党员”评选活
动，倡导开门办活动；做实延伸
文章，解决基层不到位问题，扩
大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对象的同
时，加强机关党建与社区、农村
基层党建结对共创，压实党建工
作责任；做实组织文章，解决保
障不充分问题，建立健全党的组
织机构，成立机关党委、党办专
职机构，配备专职党务工作人
员，选优配强支部班子。

市财政局深化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18日，走进赤壁市赤壁镇八把刀
村，洁净的村道、清爽的门庭、新鲜的
空气迎面而来。

“现在村子里比以前干净多了，没
事的时候就喜欢在村里到处转转，特
别是到江堤边，看不到一片垃圾。”村
民胡习煌高兴地告诉记者，如今家家
户户配了垃圾桶，村里有了保洁志愿
者，垃圾每天及时运走处理……

村支书熊光文说，以前村民往垃
圾池倒垃圾的时间不确定，往往刚清
理完，又有村民倒了，难得干净。

今年3月，赤壁镇党委经过反复研
究决定，采用垃圾“四级处理”模式，即
户分类，村收集，镇装运，市处理。

八把刀村党支部第一时间响应“四
级模式”，研讨出垃圾治理方案，拆除村
里原有早已成为摆设的10多个垃圾池。

垃圾池砸毁之后，将全村垃圾收
集处理进行整合，农户、商店，每家发放垃
圾桶，生活垃圾一天一清理。其它通湾村
组农户的生活垃圾由农户自行收集，规定
时间内送到统一的垃圾收集点，清运工及
时清理。村里环境一下子大有改善。

虽然整体环境改善了，由于习惯
使然，仍有些村民或者外来人员随意
丢弃垃圾。为此，熊光文组织村组干
部，每周定期带着火钳、手套、垃圾袋
从村头到村尾全覆盖自愿巡查再清
理，特别是对长江干堤沿线进行清理。

有村组干部带头，主动参与的村
民越来越多，清理队伍最多的时候有
50余人。除了管好自家的垃圾外，这
支大队伍在责任区巡查，遇上垃圾就
捡，遇上随意丢弃垃圾的行为就进行
劝说，发现哪一家村民不讲卫生，就天
天去他家门口给他家捡垃圾，直至他
不再乱丢垃圾。

如今，村民之间也开始相互监督，
谁家不干净、乱丢垃圾都会被劝阻，村
容村貌渐渐整洁美好起来。

改善人居环境 畅享美好生活
——我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见闻（上）

赤壁八把刀村

四级治理美村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崇阳石店村

扶贫保洁相结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弘扬茶道文化
展现异域风情

15 日，赤壁市万亩茶园俄罗斯方
块小镇正抓紧建设。

该项目位于赤壁赵李桥镇万亩茶
园景区，总投资5.4亿元，分三期建设，
其中一期建设包括游客服务中心、俄
罗斯方块小镇、四季茶溪花海、水上乐
园等。项目全部建成后，将集中体现华
中万里茶道文化，全方位展现俄罗斯异
域风情 。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18日，通山县黄沙铺镇大地村村
组公路上，平直的水泥路蜿蜒向前，田
野碧浪滚滚，保洁员阮班伟正挥动扫
帚，清理路面残留垃圾。

阮班伟是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生
活拮据。自从成为一名保洁员，他不仅
有了稳定的收入，实现家门口就业，更
肩负起了维护村湾卫生环境的职责，见
证了垃圾治理市场化运作带来的变化。

“以前每天也扫地，但总感觉垃圾
的清运速度比较慢，常常堆积，不仅影
响环境，也增加了我们的工作负担。”
阮班伟说，现在好了，清运车每天准点
进村，及时运走生活垃圾，工作量大大
减少。

村容村貌的变化，老百姓看在眼
里，喜在心上。周边村民告诉记者，实
行垃圾治理市场化运作以来，村湾环
境越来越好，看着干净整洁的路面，乡
亲们也十分自觉，乱扔乱倒的现象有
了明显改善。

今年来，该县启动农村生活垃圾
综合治理工程，与中山市广洁清洁服
务有限公司签署服务合同，把辖区内
各村卫生治理及农村垃圾清运工作外
包给该公司，市场化运作，重点对各行
政村积存垃圾、道路两边垃圾进行“大
扫除”，实现垃圾清扫、清运、无害化处
理一条龙服务。

目前，该公司已在通山县投入垃

圾压缩车11辆、清运车17辆，对全县
签署合同的9个乡镇142个行政村施
行市场化垃圾治理。同时，聘请409
个贫困户作为保洁员，对村庄的垃圾
进行清扫和分类，由垃圾清运车到各
村统一定时定点“回收”垃圾，既保证
乡村的环境干净整洁，又让贫困户增
加了收入。

自市场化垃圾治理工作开展以
来，该县农村面貌和人居环境明显改
善，资源回收利用率得到提高，产生了
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截至目
前，全县已处理垃圾4500吨，垃圾集中
收集处理率达100%，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100%，减量化资源化率达80%。

通山大地村

乡村美容市场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慧 通讯员 王程海

关于对咸宁市开展
环境保护督察的公告

根据《湖北省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要求，湖北省第
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定于2018年4月14日至5月6日对咸宁市
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期间，督察组将公开受理有关环境保护
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并接受群众对督察工作
的监督。

举报电话0715-8908156（08:00-20：00）；投诉信箱：咸宁
市10089号信箱，邮编：437100。

平整洁净的通村公路，两旁树木
郁郁葱葱，一栋栋农家小别墅依山傍
水而建……18日，记者沿幕阜山旅游
公路进入崇阳县金塘镇石店村时，这
里的清清河水、修竹茂林、古桥屋舍，
让人心旷神怡……

五组河边，贫困户陈天奇正右手
持火钳，左手拿塑料袋，拾捡垃圾。

“河道、公路好比我们石店人的
‘脸面’，要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我当
保洁员这两年来，每天起来第一件事
就是打扫村庄。”65岁的陈天奇说。

陈天奇年轻时当过兵，退伍回乡
后没有手艺，日子过得拮据。近年来，
他和老伴常年生重病，导致家庭生活
困难，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2月起，他被聘为该村五组保洁员，

每年可以领到4000元工资。
“聘用贫困户当保洁员，将城里的

环卫保洁模式延伸到农村，既帮扶解
决贫困户的就业问题，又改善了村庄
的卫生环境。”村支书陈久望说。

近年来，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引导
下，该村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和基础设
施建设，群众生活大为改善。可农房
集聚之后，人员高度集中，如何处理
好生活垃圾、保持乡村卫生的整洁、
维护好公共的基础设施，成了大难
题。

2016年开始，该村立足实际，将
精准扶贫与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相结
合，在每个村组聘请一名贫困户当保
洁员。每天，他们除了负责打扫卫生、
清运垃圾、清理河道外，还对“牛羊上

街、牲畜粪便随意堆放、乱倒垃圾”等
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将不文
明行为拍下来，在村里的公示栏张贴
……

“以前没有保洁员，村里垃圾乱
扔，环境很不好，现在每个组都有了保
洁员，村里环境好多了，住得也舒服。”
村民说，在保洁员们的不懈坚持和监
督下，该村乱丢垃圾的现象越来越少，
村里的主干道、河岸两侧、厅堂院落，
甚至田间地头，不论走到哪里都干干
净净，成了很多人羡慕的世外桃源。

“新街镇将着力打造‘商贸物流中
心和四季采摘小镇’，提升镇域经济综
合实力。”15日，在谈到如何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时，嘉鱼县新街镇党委书
记刘九洲说。

新街镇西临县城，北滨长江，武嘉
公路贯穿全镇，武深高速、蕲嘉高速、
嘉鱼长江大桥在新街交汇。

刘九洲表示，2018年新街镇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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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按照“将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的思路，紧紧围绕打造“商贸物流
中心和四季采摘小镇”发展目标，抓好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个重点，统筹
推进各项常规工作，提升镇域经济综
合实力。

“武深高速公路、嘉鱼长江大桥的

陆续通车，新街境内一条条大道四通
八达，十分钟车程可无缝连接嘉鱼县
城、洪湖，三十分钟车程内可无缝对接
咸宁市区、武汉等地，发展将迎来前所
未有的好时机。”刘九洲说，镇党委、政
府将顺势而动，结合商贸物流园区定
位实际，依托便利的交通优势，以“三
抓一优”为抓手，盘活现有的工业存量
资源、大力招引商贸物流项目、膨胀商
贸物流企业规模，以嘉安冷链物流为
龙头，辐射带动嘉安物流园二期建设、
嘉鱼北汽车城项目建设和嘉福农贸综
合批发大市场建设，打造综合物流基
地、产品交易中心，为实现镇域经济的
腾飞奠定基础。

刘九洲说，该镇将坚持以现代农
业发展为主线，整合果蔬采摘观光旅
游，全力打造“季季有采摘，村村有特

色”的四季采摘小镇乡村旅游产业新
格局。

具体来说，在脱贫攻坚方面，压
紧压实帮扶责任，精准施策，才能提
升扶贫实效；严格落实扶贫各项政
策，让贫困户得到真正的实惠；扎实
开展产业技术培训和就业指导，增强
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
能力；抓好扶贫项目管理，让项目发
挥更大的效益，重点抓好重点贫困村
蜀港村现代农业园、养蛇、养牛项目
和港东村蓝莓基地、果蔬基地项目的
管理，保证村集体经济收入的稳定性、
长效性。

在乡村振兴方面，要狠抓卫生整
治，坚持每月开展碧水保卫战行动和
清洁家园行动，让环境“美”起来；狠
抓村庄绿化，持续抓好幸福路沿线和

村组主干道沿线绿化带建设，让乡村
“绿”起来；狠抓集镇建设，继续推进
镇区立面改造和污水处理厂建设。
推进港东村和晒甲山村美丽乡村建
设，以点带面，让村庄“靓”起来；狠抓
村集体经济发展，以农业改革创新为
抓手，扩大大棚果蔬种植面积，扩大
养虾、养蛙、养蛇等特色养殖规模，让
群众“富”起来；狠抓文明创建，以着
力打造我镇孝德文化建设“第一品
牌”港东村为切入点，广泛开展精神
文明宣传，大力推进移风易俗，让民
风“淳”起来。

专访嘉鱼县新街镇党委书记刘九洲

打造商贸物流中心和四季采摘小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龙钰 黄伟进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刘豪报道：19日，我市召开
老干部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全国、全省老干部工作会议
精神，总结部署全市老干部工
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
济民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济民要求，要坚持把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加强离
退休干部思想建设和党组织建
设，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自觉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开展“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主题

教育。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加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
理顺离退休党建工作机制，积极
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落实
好各项保障措施。要注重发挥
离退休干部重要作用，持续引导
老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为咸宁
发展增添正能量。要增强精准
服务意识，用心用情做好服务
工作，落实老干部各项待遇，重
视解决老干部特殊困难和问题，
创新创优老干部养老新环境。
要加强组织领导，着力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工作队伍，为做好离退
休干部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全市老干部工作会议要求

努力开创老干部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
员倪德武报道：19日，全市精准
扶贫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
作专项巡察动员培训会在温泉
召开，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市
委关于精准扶贫、农村基层党
建工作新精神、新要求，对全市
精准扶贫暨农村基层党建专项
巡察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胜，市委
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王济民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开展精准扶贫暨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专项巡察的
重要意义。开展专项巡察，是

推动解决我市精准扶贫和农村
基层党建工作存在问题的迫切
要求，是推进巡视巡察上下联
动监督网试点工作的现实需
要，是迎接省委来我市巡视的
提前自查。

会议要求，要明确工作任
务，保质保量完成精准扶贫暨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专项巡察任
务。把准巡察重点，加快工作
进度，提升巡察质效，确保巡察
安全，严明纪律要求。在思想
行动上加强领导，凝聚合力；在
巡察工作上强化督导，有序推
进。及时总结梳理巡察情况，
宣传巡察经验，讲好巡察故事。

全市精准扶贫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专项巡察动员培训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