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山水污染防治到边到角
本报讯 记者程慧报道：4

月24日，通山县洪港镇洪港村
东瑞石材厂内，大型切割机飞速
转动，一块块统一规格的成品石
材板整齐堆放在厂房两侧，光洁
如镜，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专注
生产。

在东瑞周围，共分布了20
余家石材制作企业，采用相同生
产模式，每天必然会产生大量的
工业废水，这些废水又是如何处
理的呢？

跟随东瑞负责人王卫东的
步伐，记者来到厂区一侧的污水
处理池。只见乳白色的工业废
水从各生产车间排出后，沿着统
一渠道，流向污水处理池。

“所有废水在这集中沉降，
清除水中的泥浆，直到水体清澈
后，再排放到洪港河内。”王卫东

告诉记者，为避免二次污染，周
边所有石材企业每年都要集资
30万元，对处理池内的泥浆进
行科学填埋。

看着厂房后缓缓流淌的洪
港河，村支书王衍林颇有感触。
他说，以前由于直接排放，没有
对废水进行环保工艺处理，洪港
河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牛奶
河”，但如今，绿色发展理念深入
人心，企业家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也明显增强，随之而来的便是水
体环境日渐改善，村容村貌越来
越好。

今年以来，该县深入实施
“蓝天”、“碧水”、“净土”工程，大
力开展“三非三水”整治工作，切
实加强对厦铺河、通羊河、洪港
河、富水水库等水域水污染治理，
确保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

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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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任建成报道：3
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关于全面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力争到2020年
实现乡村人才数量倍增、能力提升、效能凸显。

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人才是关键。我市在全省率先出台全
面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实施意见，为加快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
撑。根据《实施意见》，各地按照乡村振兴战略
20字总要求，重点建设四支乡村人才队伍。

围绕“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要求，建设
一支善于推进农村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
现代农村服务业发展，以产业企业带头人、新
型职业农民、农村生产能手、乡村旅游人才、电
商发展人才为主体的产业发展人才队伍。

围绕“生态宜居”要求，建设一支善于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在规划、旅游、教育、医
疗、卫生等领域具有专业技能或专业素养的农
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谐美丽新农村。

围绕“乡风文明”要求，建设一支传承发扬
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乡土文化能人、新乡贤、
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等乡土文化人才队伍，
推进社会主义乡村文明建设。

围绕“治理有效”要求，建设一支以加强乡
村建设和管理的乡镇干部、“第一书记”、驻村
工作队、村（社区）“两委”班子为主体，村民小
组长、新乡贤、道德模范、老党员、老干部等人
员广泛参与的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共同推进乡
村治理现代化。

各地将从乡村人才的引进、培育、流动、激
励、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让各类人
才引得进、干得好、留得住。通过实施“三乡”工
程、“回乡创业计划”、“大学生下乡”工程重点引
进一批在外高层次人才、回归人才和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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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殷殷嘱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随意打开一个搜索引擎，输入
“通城殡葬改革”，便可找到上万个相
关网页。人民日报、央视焦点访谈、
新华网、新浪网、凤凰网……从中央
媒体到地方媒体，从报纸广播电视到
网媒指媒融媒，都在关注通城殡葬改
革。

山区县的一项改革，如何引起如
此广泛关注？连日来，记者走进通城
县，探寻殡葬改革之路。

逼出来的抉择

4月25日上午，投资近3亿元的
锡山城市公园PPP项目开工。该项
目分休闲度假区、自然风景游览区、
山顶观光区，将成为居民休憩、健康、
健身、娱乐的好去处和县域经济绿色
发展的靓丽名片。

“去年，这里还是一片片坟墓
呢。”锡山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毛新
国对县委县政府赞不绝口，“从坟区
到景区，得亏县里把活人墓这个硬骨
头啃下来了。”

“这是逼出来的抉择。”说到一年
前的殡葬改革，县委书记熊亚平依然
心情沉重，“为了不吃子孙饭，必须坚
定不移地推进殡葬综合改革。”

人还健在，坟已修好。在位于幕
阜山连片贫困地区的通城，这是多年
形成的“规矩”。

“爹爹建，儿子建，连几岁的孙子
也跟着抢建‘活人墓’，简直不像话。”
在通城，不少干部反映，“活人墓”问
题由来已久，造成的影响也已人所共
愤，但“碍于习俗”，没人敢动真碰硬
去整治。

据了解，当地修“活人墓”虽有上
千年历史可循，但中间几度中断。再
度流行，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
事。近些年来，通城经济有所发展，
在攀比之心的作祟下，一些居民开始
修建“活人墓”。由县城而到农村，渐
成风气。

城郊省级森林公园锡山风景区，
7400亩山林地，居然有895座“活人
墓”比邻而居！

通城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
之说，境内大部分土地都是山区，而
且石漠化现象比较严重，土地资源并
不充裕。“活人墓”遍地乱建，不仅蚕
食土地，而且严重阻碍了项目建设。

据调查统计，该县项目建设过程
中，一年迁坟费用高达 3000 万元。
宝塔光电项目，一座坟地要价30万
元；幕阜山旅游公路，一座坟地要价
80万……由于未达成协议，当地少数
群众阻扰工期达半年之久。

伴随修墓而来的，还有越来越铺
张浪费的丧葬仪式。一场丧事，少则
五六万元，多则十几万元，甚至几十
万元。厚葬习俗带坏了当地风气，

“生前不尽孝、死后尽哀荣”的思想蔓
延，大家相互攀比丧事风光。而且每
年都有因烧纸、焚香、点蜡、燃放鞭炮
等传统祭祀引发的山林火灾。

县民政局长、殡改办副主任胡宜
新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约
有3000人死亡，如果全部土葬，每年
将有200多亩田地变成墓地。

干出来的业绩

2017年9月21日，对50万通城
人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这天上午7时30分，通城县殡葬
改革领导小组组织各乡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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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共
成功拆除“活人墓”367座。

每拆除一座“活人墓”都会遇到
很大的阻力，367座同一天拆除，阻力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业绩是干出来的。此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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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殡改办对锡山每座

“活人墓”登记造册，并划分为六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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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六版）

将殡葬改革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通城：县域治理再发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柯建斌 陈新 李嘉 通讯员 皮海波

本报讯 记者王恬、实习生
周莹、通讯员王远远报道：3日
上午，市政协主席曾国平到市委
党校为上半年主体班全体学员
作《用协商民主化解基层社会矛
盾》主题报告。

曾国平结合国内外形势,
从什么是协商民主、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创新、协
商民主是解决基层社会矛盾问
题的根本方法、发展基层协商
民主要把握四条基本原则等四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剖析。

曾国平指出，全体学员要深
刻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

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深刻认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
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
谛。要切实学习掌握协商民主
理论和工作方法，牢固树立协商
民主理念，做到“商量不好不轻
易决策、意见不统一不强行决
策”。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
众路线，坚持依法协商，坚持讲
求实效。要建立协商意见办理
落实机制，坚持问题导向，抓住
基层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各方
面意见分歧较大的难点问题，用
协商民主化解矛盾纠纷。

市、县两级政协机关部分干
部聆听报告。

曾国平到市委党校作主题报告

用协商民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

前不久，市委主要领导在一季度
全市投资和项目建设现场视频会上
提出，要牢牢抓住产业转型等带动全
局性的重点工作，精准发力，推动咸
宁高质量发展。

对咸宁而言，产业转型的快慢、
高低，考量的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新
旧、强弱。咸宁要在全省率先建成特
色产业增长极，必须穿“新鞋”、走“绿
道”，突出产业转型，以新的产业体系
作支撑。

绿色特色主导产业是转型升级

的“牛鼻子”，抓住了“牛鼻子”，就找
到了前行力。要依托产业基础和资
源条件，加强产业聚集区建设，培育
壮大特色主导产业，形成一批有竞争
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围绕产业链上下
延伸，走特色化、集群化、高端化、绿
色化的产业发展之路。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新旧
动能转换接续的关键所在。要以提
升产业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为目标，
推广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提高技术
水平和装备水平，以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改造轻工、机械、建材、纺织等
传统产业，做优做强存量，让传统产
业“老树发新芽”。

实践证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
市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和经济
发展的新增长点。当前，要持续抓好
新兴产业培育，加快发展智能机电、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
新能源汽车、“互联网+”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做大做优增量，让新兴产业

“新树深扎根”。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

力。在转型升级推进中，创新驱动是
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我们必
须打破惯性思维、增强创新意识，坚
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持之以恒
开展技术攻关和科技创新，提升企业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咸宁
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发展质效在全
省争先进位。

以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 朱哲

蓝炬科技投产
4月28日，赤壁市高新区，蓝炬兴

业（赤壁）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工人们
正在赶制产品。

据了解，该公司于今年投产，是
以电子产品技术开发、生产，计算机
软硬件的设计开发、生产、组装、测试
及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
业。产品大部分为军用，预计年产值
可达1.5亿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钱芳 王凤 摄

“三抓一优”看亮点
服务大众 情系民生
民生银行咸宁支行特约刊登

客服热线：95568

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重点项目89个
总投资189亿元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
秦凤、徐威报道：4月27日晚，幕阜
山绿色产业带建设指挥部召开指
挥长工作会议，明确全年推进的七
项重点工作，重点建设项目89个，
总投资189亿元。

这七项重点工作包括:全面完
成旅游公路主支线标准化建设，要
求12月底前所有路段建成；全面完
成旅游公路沿线绿化建设，做好主、
支线全线缺苗、未成活苗补植工作；
全面完成旅游公路沿线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继续完成规划建设的游客
中心、旅游厕所、自驾车房车营地、
旅游指示牌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工
作；加快推进沿线建筑立面改造工
作，力争今年实现14个乡镇建筑立
面改造全面实施、部分建成的工作
目标；进一步推进沿线环境整治工
作任务，重点建设垃圾中转站、垃圾
转运车、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炉
等设施；加快推进沿线乡镇农业产
业化基地建设，要求沿线14个乡镇
2018年各地至少谋划建设1个示

范性农业产业化基地作为重点项目
推进；完成幕阜山绿色产业带文化
发展研究报告。

2018年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工
作要点还包括：出台并组织实施
《幕阜山绿色产业带绿色产业发展
指导意见》、《幕阜山绿色产业带生
态环境保护若干意见》、《幕阜山绿
色产业带总体发展规划》等，推进
特色小镇建设，建设重点示范段，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绿色产业建
设、文化旅游推介工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