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镇铁桥报道：10日下午，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胜，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赴
通山县检查防汛及河湖库长制
落实情况，要求加强防汛备汛、
水体保护和综合整治。

程良胜、张方胜实地查看
了富水水库、厦铺河的漂浮物
清理、养殖网箱拆除等整治工
作情况，并查阅相关台账记录。
现场检查了水库南岸公路边坡
治理、和平大桥、厦铺镇乡镇污
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等项目。

市领导指出，当前正值汛
期，通山地处山区，地形复杂，
容易发生滑坡等灾害，要坚持
问题导向，克服麻痹心理，筑牢

防汛备汛工作基础，突出关键
部位、关键环节，关注暴雨和台
风影响，认真抓好防汛各项措
施落实。同时统筹部署防汛和
抗旱工作，科学调节水库水量，
为抗旱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市领导强调，要压紧压实
地方河长湖长库长主体责任，
严格按照环保要求，加紧污染
物清理，加强水体保护，加快周
边乡镇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施
工，严格控制入河入湖排污，全
面清查重点行业污水排放、污
水处理等情况，着力水质提升，
加快湖汊拦坝拆除，严厉打击
非法采砂，努力改善河湖面貌，
维护河湖管理正常秩序和良好
生态环境。

市领导赴通山

检查防汛及河湖库长制落实情况

出咸安城区，沿107国道南行不
到10公里，汀泗桥镇古塘村的村民散
布道路两侧，住宅漂亮而时尚。

但是，南来北往的人们想像不
到，即便是住在别墅里的古塘村民，
至今也没有用上自来水。

【新闻背景】
古塘村六组的老胡住在国道边，

开了一家小卖部补贴家用。
谈到自来水，老胡一肚子怨气。
原来，古塘村600余户居民，至今

没有用上自来水，大多靠打井取水。
供给老胡一家饮、用的水井是20年前
打的——建新房前打一口井几乎是
古塘村的惯例了。

家有一口井，每年上半年地下水
充沛，用水还算舒畅；到了下半年，水
量极小甚至会无水可用。

“全自动洗衣机什么的，到这里
顶多半自动了。”老胡说，古塘村西湖
一片，村民甚至无法打出地下水，只
有饮用露天水，全部在水塘挑水饮
用。舒家庄一带，三个组的村民长年
要靠政府消防车送水。目前，地下水
资源也在匮乏，老胡的邻居老戴，一
口井打下去60多米还没有出水。

近两年，村民传说，古塘角片区
的居民饮用的地下水出现异味，饮用
水安全越来越被村民所关注。

2017年，古塘村动议安装自来水
解决饮用水问题。一晃一年过去，村
民们眼看着钱也交了，测量、规划也
做了，怎么就是迟迟没有开工。

【记者调查】
记者了解到，汀泗桥镇饮用水主

要来源为双石水库和赛丰水库。镇自
来水厂加工能力有限，供水量不大，无
法满足古塘等村湾的自来水供应。

为了解决饮用水问题，近年来，
古塘村支部和村委会谋划接入咸宁
市联合水务有限公司安装自来水，最
近管道约4公里，得到大多数村民的
支持。

9日，古塘村一彭姓工作人员介
绍，当时，全村自来水安装预算为900
余万元。考虑到投资过大，双方商
定，一期工程安装国道两侧住房约
220户，投资580万元，计划2017年
开工。

村委会按照联合水务的入户安
装标准，对国道沿线村民每户收取了
2000元。已有100多户登记交费。

那么，安装自来水工程的资金缺
口如何解决？

在村支书的四处奔波下，咸安区
政府、区水利局、市水务局当时都表
示会支持一部分资金，村一级则需自
筹200万元。

2017年秋季，古塘村邀请某施工
队带资建设，准备开工时，对方却因
为资金等问题卡了壳。

今年，本计划7月开工，却因为加
压泵站选址高程不够、涉及国道改造

等，被规划、城建等部门临时叫停。
工期一拖再拖，引起村民的进一

步担心。

【部门回应】
古塘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吴安

意多年来一直呼吁、争取解决全村的
饮用水问题。

昨日，吴安意告诉记者，经多方
奔走，在省、市、区几级领导的重视下，
水利部门与联合水务多次协调，达成以
360万元造价完成接入自来水工程。

作为人大代表，吴安意在“聚力
脱贫攻坚，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期
间，再次提出古塘村饮用水安全问
题，得到市人大常委会的重视，专门
召开会议协调各方解决此事。

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一负责
人表示，古塘村饮用水问题虽然属于
农村饮用水工程，但是在村民意愿强
烈的情况下，公司乐于提供服务。只
是，整个项目目前仍有160万元的资
金缺口，作为企业，无法承担风险。

吴安意认为，资金问题通过村里
代收、社会化缘、部门支持，应该可以
解决。项目可以随时开工。

解决困扰古塘村多年的饮用水
难题，还需要多久？

村民家中的水井

居住在107国道两旁，距城区不到10公里，咸安区汀泗桥镇古塘村
617户村民一直渴盼用上自来水，然而，至今却没有用上——

解决古塘村民饮水难，还要等多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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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精神在基层
乡镇干部谈发展

“厦铺镇拥有丰富而优美的自然
山水生态资源，我们本着‘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发展绿色
旅游，创建健康老区镇，建设幸福乡村
而努力。”6月27日，通山县厦铺镇党委
书记书记李钟一接受采访时说。

记者：如何利用生态资源在发展
绿色旅游上做文章？

李钟一：结合我镇山水特色资源，
镇党委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来建设重点
景点景区，联通景点景区公路，形成三
个生态旅游圈。一是大耒山萤火虫生
态园旅游圈，以桥口湿地公园为依托，
以大耒山萤火虫生态园为中心，亮化、

绿化、美化、净化桥口、厦铺、双河等村
环境，建设望江岭水岸人家、花纹采摘
庄园。二是青山村漂流旅游圈，恢复
湘鄂赣省委、鄂东南道委机关旧址，修
复吴致民等烈士墓，将红色旅游与太
阳溪漂流相结合。三是太阳山自驾游
旅游圈，修通太阳山至冷水坪、三宝等
村公路，串联起厦铺至三界至杨芳的
环形公路，快速连接幕阜山旅游公路。

记者：在农特基地发展方面如何
培育特色农业？

李钟一：我们将用现代化、科技
化、设施化理念，推动农业“接二连三”
融合发展。重点推进精准灭荒工作，

结合精准灭荒，引进公司建设山桐子
产业基地。落实精准灭荒“631”政策，
今年规划实施精准灭荒7000余亩，建
设山桐子产业基地1000亩，既构建森
林生态安全体系，又提高村民收入。
引进资金，重点建设楠竹仙酒基地，把
厦铺楠竹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竞争优势。

记者：如何进一步抓好民生保障，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李钟一：为切实提高群众生活质
量，政府加快镇福利院、污水处理厂、
三级客运站和镇区改造的建设进程，
改善镇区交通，改变镇容镇貌，推进城

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区域旅游与产业
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文体中心建设，
完善镇区服务功能，活跃群众业余文
化生活。完善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

“救济救急救难”政策，实现城乡低保、
农村五保应保尽保，做好残疾人康复、
教育、培训和就业工作，做到弱有所
扶。提升全民医保参保率，完善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
力和居民健康水平。

专访通山厦铺镇党委书记李钟一

做山水特色文章 走生态发展之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方习文

“厕所革命”
扮靓乡村

2 日，嘉鱼县渡普镇烟墩村，当地
农户正在安装三格式化粪池。据了解，
为净化乡村环境，建设美丽乡村，该镇
于今年5月启动“厕所革命”工程，预计
用三年的时间将全镇3000余户旱厕改
水厕。目前，试点村烟墩村已完成 30
户旱厕改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戴莹 摄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毛柯
人报道：“我们已将河库巡查保洁岗位
及服务经费指标分配到各乡镇河湖库
长制办公室。”9 日，通城县河湖库长制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帮助精准扶贫户就近就地就业
增收，推动脱贫攻坚与生态环境保护
有机结合、互促共赢，通城从7月1日
起开展岗位脱贫行动，用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选拔一批生态护林员、农村
保洁员、河湖库巡查员、农村道路护路
员助力精准扶贫。

据县精准扶贫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县计划安排2500万元政府购
买服务经费，其中人员经费1800万元，
装备和意外伤害保险经费700万元。
在全县安排3000个“四员”岗位，其中
生态护林员岗位500个，农村保洁员岗

位1500个，河湖库巡查员岗位500个，
农村道路护路员500个，每户贫困户限
参加一个岗位选拔。生态护林员、河湖
库巡查员、农村道路护路员酬劳4000
元/年，农村保洁员酬劳8000元/年。

根据选拔原则，提供服务的对象
为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县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未脱贫的优先。同时要求
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能胜任村级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
强；在家居住不得经常性外出。

据悉，该县“四员”分配名额由县水
利局、林业局、城市规划和管理执法局
（环卫局）、交通运输局将岗位数量及服
务费分配到各乡镇政府。各乡镇政府
按照实际情况将名额分配到各村，并指
导所辖村结合村情制定具体的管理细
则，指导各村对“四员”进行日常管理。

通城购买“四员”服务助力精准脱贫
帮助3000名贫困户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本报讯 记者陈新、通讯
员汪洋报道：7日，针对非法柴
油加油点和流动加油车问题，
市安委会约谈通城县政府、市
商务局、市交通局、市交警支队
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出席约
谈会并讲话。

7月3日，《咸宁问政》批露，
犯罪嫌疑人徐某、胡某在通城
马港镇非法经营柴油。4日，通
城县商务、公安、交通、安监等
单位组成联合执法队，依法查
处柴油加油点，徐某、胡某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

何开文要求，要彻查案件，
顺藤摸瓜地找清非法营运的柴

油从哪里来、销到哪里去，一个
月内把查处结果报送市安委
会，通过媒体曝光教育全社会，
形成安全生产氛围。要举一反
三，开展专项整治、综合整治、
标本兼治，在全市范围内进行
成品油市场大整治。要疏堵结
合，既要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行
为，又要对全市成品油的供给
与需求进行分析，满足市场需
求，方便基层群众。要齐抓共
管，各部门要联合执法，发动群
众，发挥乡镇、村安检点和网格
员作用，形成成品油市场整治
的强大合力。

约谈会上，被约谈单位负
责人作表态发言。

就成品油市场安全生产问题

市安委会约谈相关单位负责人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
员高雷报道：10日，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周勇到赤壁
市余家桥乡开展“聚力脱贫攻
坚 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

“当前还需要解决什么新
问题？”在余家桥村何木林家
中，周勇仔细询问他家的相关
情况。何木林因病致贫，在当
地党委政府和驻村工作组的
帮助下，发展水稻、龙虾等产
业，已于2017年脱贫。周勇勉
励他要保持乐观态度，继续勤
劳奋斗，进一步改善家庭生活
条件，早日过上富裕幸福的生
活。

在余家桥村7组，周勇一行

来到脱贫户何新取家中，关切
地询问孩子何亮的生活和学习
情况，听取其困难和诉求，叮嘱
镇村要落实好扶贫政策，帮助
贫困户减轻负担，走上致富之
路。

周勇指出，要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好
人大代表的作用，进一步履好
职、尽好责。要聚焦解决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围
绕精准扶贫、产业发展等开展
工作。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
智相结合，切实把人民群众组
织起来、发动起来，激发内生动
力，早日实现脱贫。

聚力脱贫攻坚 人大代表在行动

市领导到赤壁开展活动

本报讯 记者吴钰报道:
10日，鄂南职业教育集团第二
届二次代表大会暨2018年年会
在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召开。副
市长、鄂南职业教育集团理事
长刘复兴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鄂南职业教
育集团2017年工作报告》，并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理事。

刘复兴指出，要总结经验，
增强做好职业教育集团各项工
作的自信，2012年组建的鄂南
职业教育集团是我市职业教育

发展的探索和尝试，促进了政
府企业行业深入合作，产学研
创深度融合，优质资源共建共
享；要发挥专业指导委员会作
用，加强校企项目合作，协同攻
关，建设开放性实训基地，全面
打通“中高本”衔接人才培养“立
交桥”；要加强校企合作，打造区
域职教品牌，推行人才共育、成
果共享，加强对集团的组织领导
和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和社会力
量参与职业教育，共同为咸宁
实现绿色崛起贡献力量。

鄂南职业教育集团

召开第二届二次代表大会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
员敖琼报道：9日，全市河湖库
长制暨湖泊保护联席会在市水
务局召开，副市长汪凡非出席
会议并讲话。

汪凡非指出，要严格落实
河湖库长制，加强河湖库的巡
查，深入现场进行督导，认真研
究解决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要
积极开展空间管控、水质提升
和标准建设为主体的16个专项
行动，以各专项行动的重点突
破带动全市河湖库治理管护的
整体推进。要抓严各项工作的
督办检查，进一步压实责任，推

动工作落地生根。
汪凡非要求，要加大湖泊

保护力度，认真疏理湖泊保
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按
要求逐一整改到位。要加强
规划管理，增强规划红线的刚
性，按照湖泊详细保护规划，开
展湖泊保护工作。要加大监
管力度，依法依规查处各类
侵占湖泊行为。要严格按照
《2018 年度湖泊保护行政首
长年度目标》的要求，将工作任
务逐项细化到部门、到单位，并
抓紧抓实，不折不扣完成任
务。

全市河湖库长制暨湖泊保护联席会要求

落实河湖库长制加大湖泊保护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