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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开幸福的水龙头

绿 事 播报
我市开展环境问题大排查

—— 我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惠民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敖琼

轻轻拧开水龙头，
甘洌的甜水汩汩涌了出来。这是农村，
尤其是偏远山区几代人的共同夙愿。
近年来，随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强力实施，我市绝大多数农村区域依靠手压井汲取地下水、饮用不干净水
等现象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清洁的
“安全水”
、
“幸福水”
。
今年，我市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力推进全市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作。半年来，数万农村百姓享受到这一政

热点聚焦

策红利。

饮水安全改造有序推进

2020 年底实现全覆盖

7 日晚上，赤壁市官塘驿镇秀畈村村民龚福珍一
回家，就迫不及待地奔向自来水管，拧开水龙头，自来
水“哗哗哗”地流出来，他接水洗了把脸。
“这是干净水、
幸福水，我们喝着用着心里甜。”龚福珍说，官塘水厂的
升级改造，给百姓幸福加了码。
官塘水厂始建于 1998 年，其水源地是位于官塘驿
镇芳秀畈村的双石水库。水厂初建时，经检测水质达
到Ⅱ类标准。前几年，有人在水库拦网养鱼，加之山林
被任意砍伐，一湖清盈盈的水变得污浊不堪。
近年来，赤壁市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改造力
度，对官塘水厂进行升级改造。如今，官塘水厂水质达
到 了《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
（GB5749- 2006）的 要
求。供水范围由原来 2.76 万人，日供水 3000 立方米，
扩大至 7.5 万人，日供水 10000 立方米，保障了百姓用
水安全。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重大民生问题。为使全市农村百姓和城市居民一
样喝上放心安全水，全市各县市区都在进行饮水安全
改造。”当日，市水务局相关工作人员韩伟介绍，自今年
1 月 26 日市政府召开推进“五个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
电视电话会议后，市水务局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力推进
全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
截至 6 月初，各县市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三年（2018-2020）规划已完成编制、批复工作。截
止 7 月初，各县市区已完成项目招标工作全面进入施
工阶段，全市已完成投资 3834 万元，占总投资的 46%，
形象进度覆盖人口 5.9 万人，其中，饮水安全扶贫 0.5 万
人，面上巩固提升 5.4 万人。

近来，通城县北港镇雁门村村民满怀期待。因
为，该村北港水厂巩固提升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提升
后的北港水厂日供水规模为 3000 立方米，可供北港
镇 2.5 万农村居民安全饮用。”8 日，该项目负责人胡
伟明说。
北港水厂建于 2007 年，为进一步提升该镇安全饮
水工程，通城县水利局于 7 月 12 日开始对北港水厂水
源工程、净水工程、厂区建设及水厂信息化建设进行巩
固提升，项目总投资 390 万元，预计于今年 12 月底竣
工并投入运行。
近年来，该县大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建设，通过采取新建、改扩建、管网延伸等工程措施，
先后建设各类饮水工程 259 处，帮助 34.8 万名农村人
口解决了饮水问题，自来水实际覆盖率达 84.4%。
韩伟介绍，目前，全市上下都如通城一样，正按照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三年行动方案》，有条不
紊地开展工作。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三年行动
方案》是根据我市实际而制定，以进一步提升咸宁农村
饮水安全保障，
更好地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方案》提出，各县市区要对行政区域农村供水人
口情况进行再次调查摸底。在此基础上，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和其他重大生态工程制定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三年规划（2018—2020 年），根据小区人口、水源、
地形、气候等因素以及村镇发展需要，合理规划供水工
程，以大中型水库、长江等大水源为依托建立大型水
厂 覆盖主要供水人口，辅以小型工程覆盖偏远区域人
口，经县（市、区）政府审查批复后认真组织实施，力争
在 2020 年底实现农村人口供水全覆盖。

赤壁俄罗斯方块小镇

打造绿色生态主题公园

8 日，空中鸟瞰赤壁市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
小镇，这里绿油油的茶叶遍布道路两旁，整齐划
一，美不胜收。该项目是赤壁市重点建设的茶文
化旅游综合体，依托茶庵岭、新店和赵李桥三镇交
界处万亩茶园景区，将集中体现华中万里茶道文
化，展示俄罗斯异域风情。

画里话外
我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圆满收官
假宣传的欺骗”讲座，在门户网站连发五期
《消费提示》，内容包括一些食品安全注意
事项，典型案例和投诉热点等，引导消费者
科学消费，理性投诉。
市环保局、卫计委、住建委围绕广大市
民广泛关注度的饮水安全问题，联合开展
了饮水安全主题宣传。开展食品环境安全
和保护饮用水水源宣传活动，开展饮用水
卫生监督监测，定期公布水质监测信息。
市食药监局举办餐饮服务单位“明厨亮灶”
和规范食堂展示活动，交流餐饮单位“明厨
亮灶”好做法好经验，推进餐饮业质量安全
提升行动计划组织实施。
据统计，活动期间，全市共制作、张贴
横幅标语、宣传画、海报等 690 条（张），制
作食品安全宣传展板 340 块，发放宣传资
料 45000 份（册），接受咨询群众 5800 人
次，现场免费快检 951 批次，出动宣传车
126 台次，
召开各类论坛、讲座 61 次。
我满意

关注香城蓝盾

我奉献

我参与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我知晓

本报讯 通讯员熊巧玲报道：7 月 20
日至 7 月 30 日，我市开展了以“尚德守法，
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 2018 年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一步增强全社会
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和参与意识，向广大
群众普及了食品安全知识。
7 月 20 日，市食药安办、咸安区食药安
办联合举行 2018 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仪式。活动现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
了诚实守信承诺，
“ 你点我检”免费快检服
务活动，进行现场宣传咨询。随后，市卫生
计生委、市环保局、市住建委、市商务局、市
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药监局等部门按照
“每天一个部门，每个部门一个主题”，依次
开展了部门主题日宣传活动。
市住建委组织建筑施工企业 200 余人
开展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专题知识宣讲
培训，向施工企业人员宣传普及夏秋季食
源性疾病防治、食物膳食营养保健等安全
知识。市质监局开展咸宁市食品安全周质
监主题日活动，现场设置了咨询台、解说
台、资料发放台、投诉台和一次性餐具优劣
品展示台，公布了 2018 上半年食品相关产
品质量定期监督检查抽检结果。市工商局
开展“如何防范食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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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爱护要双管齐下
清澈晶莹的自来水流进每家每户，村民们再也不
用挑水吃。村民家里用过的挑水扁担，也静静地搁放
在角落里。
每次入村调研，韩伟和同事们都能深切感受到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给百姓带来的喜悦和便捷。但总有一
些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
“工程易建，管护很难。”韩伟介绍，主要存在的问
题是管护困难。山区丘陵区群众使用井水的习惯由来
已久，井水和自来水并用，自来水只用来洗菜做饭，甚
至有的村民一个月用水量不足 1 吨，这样就导致水厂
实际供水量远小于设计规模。另外农村管网跑冒滴漏
的损耗较城市更高，
水费收取率偏低，
在水厂不能满负荷
运转的情况下，
水费收入难以满足水厂日常运行需要，
导
致规模工程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因此对水厂缺乏管护。
小型工程管护也乏力。小型农村供水工程由受益
村组自行管理，基本都没有收费，群众吃“大锅水、福利
水”的现象十分普遍，对工程设施不珍惜、不爱护，一旦
损坏也漠不关心。
韩伟举了个例子。在咸安区桂花镇一村，村民反
映自来水管通不了水。水务部门相关人士调查发现，
村内农村饮水工程用拦水堰取水，但村民在小河旁边
的山上采石伐木，每每车辆经过时，大量泥土、树枝掉
进河里，时间长了后，水管被堵住了。后来，耗资十多
万元才将水管重新开通。
韩伟呼吁，希望村民们爱护饮水工程、珍惜水资
源。后期，我市将根据相关规定，健全以各级财政投
入、水费提留等为主要来源的县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维修养护基金，
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使用得更长久。

据介绍，该项目规划面积 4600 亩，总投资 5.4
亿元，建设项目包括游客服务中心、俄罗斯方块小
镇、四季茶溪花海、水上乐园、垂钓休闲、帐篷露营
等。届时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极具特色
的绿色生态主题公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6 日一早，市环卫局、市园
林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检查组，到城区背街小巷、
城中村，
开展环境卫生问题大排查。
在城区书旗路、浮山新街路口等地，只见生活垃圾
遍地都是。在锦绣城旁一条小巷、天成路等地，建筑垃
圾堆成小山。检查组对此一一做好记录，并拍好照片。
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大排查从 8 月 1 日
起，到 9 日止，主要是对温泉和永安城区城中村、城郊结
合部、老社区、背街小巷环境卫生保洁状况、生活垃圾死
角、房前屋后乱堆乱放和园林绿化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
排查。现场察看发现的问题，要认真填写排查问题表，
每个问题附现场图片。
排查结束后，于 10 日前报相关科室汇总。后期将召
开整改会议，并集中整治排查出的环境问题。

“双护双促”
咸宁在行动
赤壁市柳山湖镇

积极申报国家级生态乡镇
本报讯 通讯员雷亚清报道：近日，赤壁市环保局
邀请省环科院专家组，对柳山湖镇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进行指导考察。
近年来，柳山湖镇认真落实田园发展规划，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生态和观光农业，加强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生态
环境呈良好发展态势。
考察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柳山湖镇辖区内所有村
庄，重点了解了该镇村庄环境整治、生态农业发展、农村
污水处理、美丽乡村建设等情况，对该镇创建国家级生
态乡镇规划进行了现场指导，为赤壁市力争申报首个国
家级生态乡镇打下坚实基础。

（上接第一版）
其二，投资乏力。去年我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
16.5%，
但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呈下滑趋势。
其三，后劲不足。全市新签 390 多个项目，但大项
目、好项目较少，对地方总体发展支撑力度不够。
其四，结构不优。目前，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刚过 10%，势强力弱，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
能力有限。
其五，质效不高。今年上半年，全市税收占比虽然
提高到 66.4%，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9 个百分点，必须
加快财政收入由非税收拉动为主向税收拉动为主转变。
三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要有新作为。
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践行发展新理念，着力解决制约
县域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力打造县域经济升
级版。
我们要认真落实全省、全市县域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以宽广的视野，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以及以燕
子垒窝恒劲、蚂蚁啃骨韧劲、老牛爬坡拼劲，推动县域经
济在进位和争先两个方面取得突破。
我们要打破思维定式，认识到县域经济不是“诸侯
经济”、闭环经济，而是开放、绿色、共享的经济，县域经
济发展是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发展，是“四化同步”的
发展，
是追求更加协调、更可持续、
更高质量的发展。
我们要探索发展新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绝
不走粗放型发展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多留遗产，少
留遗憾。
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把改革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一招，把开放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活力之源，
把创新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我们要提升发展境界，坚持全要素、全产业链与全
供应链、全地域谋划、布局和发展县域经济，积极探索走
绿色发展、特色发展、
错位发展之路。
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指引下，只要我们加满油，鼓足劲，扎实干，就一定能掀
起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新高潮，谱写咸宁高质量绿色发
展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