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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受副高影响，未来三天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阵性降水。具体预报如下：10日：多云间晴，偏东风1～2级，26～37℃；11日：多云间晴，偏东风1～2级，27～37℃；12日：多云间晴，偏东风1～2级，27～37℃。今天相对湿度：40～80%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
员梅皇荣、郑晨报道：3日，记者
从嘉鱼县委反腐败协调小组成
员单位会议上获悉，上半年，全
县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2件，结
案91件，处分91人，移送司法
机关10人。

近年来，该县大力推进反腐
败工作联动机制建设，通过成立
反腐败协调小组，进一步健全反
腐败协调小组统筹协调机制，着

力构建党委领导下多部门“信息
共享、优势互补、整体作战”的反
腐败工作平台，不断提升工作合
力，切实把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

目前，该县各成员单位之间
的协调机制、工作报告制度、联
席会议制度、联合办案制度和责
任追究制度等均得到进一步健
全，全县反腐败工作呈现出协调
明显增进、线索明显增多、合力
明显增强的良好格局。

嘉鱼县坚持部门联动

不断提升反腐败工作合力

牢记殷殷嘱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日前，宜昌高新区一块180亩土地
的使用权，被湖北金三峡印务有限公
司以3464万元竞得，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块土地是全省首宗成功摘牌的“标
准地”。（据湖北日报）

所谓“标准地”，就是土地出让时
把规划建设标准、能耗标准、污染排放
标准、投资强度标准、年税收标准等给
予明确，连带指标一起竞拍。企业竞得
土地后，通过告知承诺便可直接开工，
不再需要各类审批，项目建成投产后按
照法定条件和既定标准进行验收。

笔者认为，“标准地”的做法有两
大好处：

其一是将办证与土地竞拍合而为
一，让竞得土地的企业不再忙跑证，拿
了土地立即就能开干，大大提高项目
建设的速度。以往，企业拍下一块建
设用地后，要办十几种证照，如规划建
设、能耗、污染排放等标准证照，都是

“谁拍到谁办理”。正因为证照难办，
致使项目见效慢，一些业主甚至被“拖
得”失去耐心，干脆打起退堂鼓。

近些年来，在“放管服”改革不断
深化的推动下，各地采取多证合一、多
审合一、多验合一等举措，大大提供了
企业办证的效率。但是，与企业的要
求还有差距。“标准地”的做法将所有

办证环节前置，实现土地“即拍即用”，
是一次“放管服”的大进步，对办证慢
的问题有釜底抽薪之效。

其二是项目建成投产后必须按照
法定条件和既定标准进行验收，保证了
土地既不得被乱用，也不得被贱用。过
去，一些企业拍得土地后，由于缺乏刚
性约束，有的将土地闲置不用，有的“挂
羊头卖狗肉”，对土地形成一种极大的
浪费。规定“建成投产后必须按照法定
条件和既定标准进行验收”，就能保证
企业必须说话算话，如实兑现承诺，严
格按“标准”建设和创造效益。

当前，我市正深入推进“三抓一

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标准地”
的做法很值得一鉴。问题是，我市的
发展环境仍然达不到“高质量”的要
求，甚至是制约发展的一个短板。如
何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除了思想上

“高度重视”，行动上“狠抓落实”，还有
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要不断创新
机制，实现流程再造，让复杂的问题简
单化，尽可能让“跑证”之类的麻烦在
土地竞拍时一锤定音，一次搞定。

“标准地”做法值得一鉴
○ 邓昌炉

无论是人迹罕至的白岩山，偏僻
边远的冷水坪，山路崎岖的泥湖村，还
是充满活力的学堂，温馨安逸的福利
院……在通山每一处需要温暖与爱的
地方，都有一群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
甲的人乐在其中，演绎着一个个动人
故事。

不简单的会长

7月中旬的一天，通山义工协会组
织义工走进正在大畈中学读初二的杨
得利同学家，只见这个平房上搭个瓦
棚的旧楼房里，四处堆放着破烂，几乎
无法插足。

家里来人了，杨得利却爬上屋顶
躲起来，也不跟走访的义工见面说
话。看到他们家的情况，义工协会特
意联系到一名广州爱心人士，每月给
杨得利资助300元钱。同时，把捐赠的
柜子、沙发、床、电饭煲、电扇等物品一
一摆放好，并专门给杨得利腾出一个
单独的房间，把床铺整理干净，铺上了
崭新的床单。最后，大家像一家人一
样和杨得利的家人一起照了一张“全
家福”。

满满的热情与幸福充盈着画面，
让人忍不住打听起这个义工协会的负
责人来。没想到的是，会长居然就是
记者认识多年的宋亚琼。

对她的了解一直以来只停留在医

院职工、文学爱好者、摄影爱好者、演
讲能手、户外徒步群群主之上，不知她
还在长期坚持组织义工服务。

宋亚琼说，成立于2013年的通山
义工协会，目前注册人数有225人，成
员来自社会各界。人到中年的她，有3
个孩子，工作、生活的担子不轻。“每当
自己冒出退出念头时，总是被义工队
员的无私和爱心所感动，无怨无悔地
继续担当这份责任。”

流动的“小红帽”

宋亚琼告诉记者，该协会今年已
先后组织关爱留守学生、关爱残疾儿
童、禁毒宣传、通山微马、助学助困等
义工服务活动36次，其中仅3月份的
学雷锋活动月就开展了9次，参加人员
达到100余人次。

一天，义工们来到通羊镇井湾村
一个出租房内，看望年逾七旬的残疾
老人朱冬桂，得知其左眼虽失明，但却
靠捡破烂打零工独自抚养捡来的孙女
11年的故事后，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在
义工群发起爱心募捐行动，累计筹得
善款14734元，并建立财务专户，每月
按时送去300生活费。

为帮助朱冬桂和孙女改善生活居
住环境，义工们不仅帮着在学校周边
换租新房，购买家具，还送来个人捐献
的家用电器、床、衣服、棉絮被子、大

米、食用油、水果等物资。
如今，在义工协会的帮扶下，朱冬

桂的孙女语数外考试总分全班第一，
英语从50分提升到98分。大家纷纷
表示，将一起接力一直供孩子读完大
学。

这只是该协会救助贫困儿童的一
个缩影。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该协会除捐
赠图书帮助芭蕉湾小学、东坪小学、盘
龙小学、新庄坪小学建起图书室，还通
过联系上海“汇益泽”公司为黄沙北乐
小学捐赠价值10万余元的笔记本电脑
38台，建起了绿色电脑室。同时，联合
人民教育出版社给全县31所中小学赠
送价值15万元的“教材解析”学习资
料，牵手“水象”公益对燕厦、慈口、楠
林、黄沙、厦铺、洪港、通羊等乡镇的12
名贫困生进行精准扶持……把温暖的
足迹印满了通山的山山水水。

人人都是一面旗帜

听宋亚琼讲她队友的故事，记者
仿佛看到：每一个义工都是一面旗帜。

“爱心无关财富，更与职业、地位、
年龄、性别无关。”富有爱心、热爱琴棋
书画的县公安局年轻民警夏莹，用优雅
爱好与善行结伴，坚守做善事不是为了
回报的信念，积极参加义工服务；

通山义工协会创始人之一的陈茂

林，自2012年加入咸宁义工协会参加
公益活动以来，在妻子没有固定工作、
家里还有患尿毒症的老父亲需要照顾
的情况下，仍坚持参加协会组织的每
一项公益活动；

该协会秘书长朱美进，自2013年
5月加入义工协会以来，虽然因为身体
的原因不能亲自参加志愿服务工作，
却始终在幕后默默地工作，用自己的
创业故事，激励义工奉献爱心、自强自
立；

农村创业青年舒进良，坚持义务
献血14年，累积献血1万多毫升，以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的身份
被推选为通山义工协会义务献血服务
队负责人；

厦铺镇义工焦亚军，不仅把店里
一台价值1300元的冰箱直接搬给了救
助对象，还给老屋小学教学点捐赠电
视机一台，给贫困学生小云菲的家捐
赠洗衣机、电饭煲等；

爱心歌舞团团长吴清琼是义工队
的又一后盾，曾将一个月内连续6场义
演的收入14万元，全部用来救助濒临
破碎的贫困家庭；

……
感人的人和故事太多，记者无法

一一记下每一个善行，只能默默给以
致敬，向这支红色的队伍表达一份应
有的敬意！

通山:小红帽发挥大作用
特约记者 孔帆升

菱角喜丰收

农户采摘忙
2日，嘉鱼县陆溪镇邱家湾村村民

正划着自制“皮划艇”采摘菱角。
据了解，邱家湾村目前种植菱角面

积已达 500 亩，采摘期为 6 月到 10 月
初，按每公斤4至8元计算，该村村民可
依托菱角为自己稳稳地“赚”上一笔。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龙钰 秦修 摄

“嗡嗡”的割草声从远处传来，两
名戴着草帽、身体裹得严实、身背割草
机的堤防管理员，正手持割草机割除
堤坡上的杂草。

8月7日，室外温度37度，但是，站
在咸宁长江江堤上，堤顶路面的温度
已接近43度。守护江堤安全的市堤防
局员工却依旧头顶烈日，坚守使命保
安澜。

在四邑江堤潘家湾管理段，几名
身背药箱的药物除杂堤管员正一字排
开，一手压着压杆，一手挥舞着喷头，
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对一些难以根治
的杂草进行药物处理。

割草，拨草，锄草，打药，捡垃圾，
运杂草，一个环节不能少，一天下来10
多个小时，汗水虽已浸湿了衣衫，但堤
防管理员永远在堤上，为保持堤身“三

面光”而忘我工作。
“今年，我市降雨量较去年明显

减少，虽然长江水位还没有到达防
汛的第一防线，但各堤防管理段的

‘防大汛、抗大灾’思想意识丝毫没
有动摇。”市堤防局有关负责人告诉
笔者，该局干部职工除每天坚持巡
堤查险，还采取分段包保、责任到人
的办法，对重点险工险段、护岸工

程、封堵水井、地质钻孔、穿堤建筑物
等进行全天候巡查，确保不放过一个
堤段，不漏过一处险情，以严防死守
的责任心、使命感，确保大堤万无一
失。

截至目前，全市长江堤段没有发
生一起险情，为服务绿色崛起战略，打
造中国中部绿心，建设国际生态城市
提供了有力保障。

坚守江堤保安澜
通讯员 郝彬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赵
冬平报道：“政府投入资金修复
石灰务水库，保障了库下300亩
稻田免受旱灾损失。”8月3日，
通山县通羊镇泉港村党支部书
记许善行感慨地说。

针对泉港村石灰务水库年
久失修、无法蓄水的实际，该镇
及时为该村争取水库修复资金
160万元，于今年3月完成改造。

为确保该镇23个村、2.1万
亩水田生产生活用水，该镇坚持把
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助力
群众增产增收当作重大的民生工
程来抓，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建设
资金，不断完善水利基础设施。

统计显示，去年以来，该镇
共投入农田水利建设资金3200
余万元，修建水库1座、塘堰及饮
水工程20余处、河堤3.6公里。

通山通羊镇加大水利设施投入

助力群众增产增收

8日，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组织50余名员工，参加市中心血站
献血活动，其中30余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10000毫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汪俊东 见习记者 周莹 通讯员 林立 摄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讯
员程景润报道：昨日，我市召开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暨运用

“扶贫领域政策落实监察系统”
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推进会。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
任程良胜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2018年是我市
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之年。各
地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
精神，清醒认识当前我市脱贫攻
坚面临的严峻形势，增强做好扶
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明
确职责任务，细化工作措施，以

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为重点，持续打好扶贫领域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战役，
积极运用“扶贫领域政策落实监
察系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推
动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向纵深发展。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把扶贫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工作作为重中之重，针对扶
贫领域中的腐败问题和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扎实
推进源头治理，努力通过开展专
项治理和完善监督机制，推动脱
贫攻坚责任落到实处，使脱贫成
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
践和历史检验。

我市召开“大数据”监督检查推进会

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本报讯 记者王恬、实习生
全桢、张宇昕、通讯员李晓惠报
道：昨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
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周勇前往咸
宁民兵训练基地，慰问正在集训
的基干民兵，并送上饮用水、牛
奶、毛巾等慰问物资。市委常
委、咸宁军分区司令员来承坦参
加慰问。

今年以来，咸宁军分区以担
负省军区赋予的民兵军事训练
改革试点任务为契机，狠抓基地
化集中轮训工作，先后依托咸宁
民兵训练基地，组织各县(市、

区）基干民兵开展了5期集中轮
训，此轮参训的是全市森林防火
专业民兵队伍。

周勇指出，参训民兵顶烈
日、战酷暑、刻苦训练的精神值
得肯定，希望全体参训民兵要
珍惜此次集训机会，刻苦训练，
自觉磨炼自己，不断提高各类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争
当参战支前的战斗队、文明建
设的排头兵，以过硬的本领、过
硬的作风，为保障国家安全、维
护社会稳定、服务地方建设贡献
新的力量。

市领导走访慰问集训民兵时要求

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熊宁、朱华
芮报道：“山区的孩子需要你们，
希望你们明年还来我村。”日前，
咸安区大幕乡南山村支书余金
林，将一面印有“知识援助点亮
希望，爱心帮扶情暖南山”的锦
旗，送给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爱心
支教队队长褚潜棒，标志着该学

院此次爱心支教活动圆满落幕。
今年7月初，武汉工程科技

学院“逐光行动”爱心支教队12
名队员来到南山小学，为30名
留守儿童建立一个温馨而快乐
的暑期课外班，教孩子们唱歌、
跳舞、补习功课，用爱心陪伴留
守儿童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爱心支教队

关爱大幕乡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