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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预报理由：17～20日，受“温比亚”影响，我市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风力加大。具体预报如下：17日：多云有阵雨，偏东风3～4级，24～31℃；18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4～5级，24～30℃；19日：中雨，偏东风2～3级，23～30℃。相对湿度：60～100%

12日一大早，走在通山大路乡果
匠小镇水果基地的路上，只见瓜果林
立、苗木翠绿，写着“女党员示范区”和

“果镇妇联服务区”的标志牌在阳光下
闪闪发亮。

大路乡新桥冯村7组村民鲁四完
起了个大早，赶着出门逐个邀约村组里
的姐妹们，赶往1公里外的果匠小镇水
果基地里，为草莓、葡萄、杨梅等果树除
草、剪枝，施肥。

“在这里做工，既方便又有钱赚。”
鲁四完高兴地说，在家门口做事，省去

了奔波劳累，还可以照顾家庭，每天有
80到100元的劳务收入，比在外打工
强多了。

新桥冯村是贫困村，也是外出打工
大村，留守的多是妇女儿童。为帮助留
守妇女就业，乡政府、乡妇联因势利导，
成立果匠小镇妇女联合会、果镇妇女互
助会，让新冯桥村姐妹们抱团互助，共
同发展。

“我们给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好听的
名字，叫做‘果镇女人’。”乡妇联主席焦
阳介绍，“果镇女人”妇联组织被评为

“2017年度咸宁市三八红旗集体”，随
着妇联组织影响力不断扩大，现如今已
汇聚了大路、南林桥两个乡镇六个村的
34名女能人，辐射带动了神堂铺村、石
圳村、塘下村、南林桥镇罗城村和长丰
村等6个村的产业发展，辐射带动周边
面积2万亩，妇女群众近万人。

据了解，该妇联组织还建立了“果
镇女人”微信群，定期发布基地的农活
任务、技术培训、观光旅游团接待等信
息。

此外，群友们也会互相交流苗木种

植经验，解决遇到果苗嫁接技术等难
题，还会请基地里的专家现身说法，让
大家长知识、涨技能，方便自己创业。

“果镇女人”成员焦婷，通过自学和
微信群里请教学习种植技术，学有所得
之后，走上创业之路。如今，她流转土
地种起了葡萄，还种了十几亩西瓜，创
业之路越走越宽。

抱团互助共发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徐世聪 李旻媛

牢记殷殷嘱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
员陈婧报道：7日，一场特别的
会议在赤壁市神山镇大桥村举
行。该市市直驻村工作组第一
书记、镇驻村干部以及村支书
等分别在9组和7组、11组组织
村民召开了屋场会。

当天，面对9组村民所述通
组公路两处转弯太急不便通行
且易发生事故的问题，大桥村
驻村工作组第一书记、赤壁市
中医院副院长邓敏现场表态，
将拿出2000元支持建设。

在11组，对大家提出的将
通组公路修建到全组所有村民
家门口的愿望，神山镇驻村干
部魏绍平表示会积极与有关部
门协商，争取交通部门支持解
决。

屋场会现场，大家对于能
解决的现场表态解决，不能解
决的表示会积极争取相关部门
支持，尽快解决。

当天，屋场会共收集群众
反映问题6件，得到了村民们的
一致肯定。

赤壁神山镇

屋场会架起“连心桥”

本报讯 记者马丽
娅、通讯员邹兰报道：9
日，崇阳召开运用“扶贫
领域政策落实情况监察
系统”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推进会暨业务培训会，指
导相关人员依托省“扶贫
领域政策落实情况监察
系统”开展实时化、常态
化监督检查，以精准监督
精准脱贫，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保障。

据悉，“扶贫领域政
策落实情况监察系统”具
有数据集中共享、使用方
便快捷、比对实时精准、
监督全面覆盖的优势。

今年，省纪委转交崇
阳的问题线索共涉及全
县47个贫困村和34个非
重点贫困村在住房安全
保障、贫困村提升工程、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
态扶贫、社保兜底保障、
金融扶贫7个方面17个
精准扶贫项目的数据。

该县要求，要提高政
治站位，充分认识监督检
查的重要性，强化督办检
查，强化“彻查彻改”，确
保9月中旬前全面完成核
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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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崇阳县港口乡大东港村，当地蜂农金国文正在查看蜂箱。据了解，依托大山里丰富的桂花、锅巴钉等花源，该村大
力推广养蜂，已有蜂箱近1100个，不少贫困户因养蜂已走上脱贫致富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刘伟 黎志远 摄

深山养蜂助增收

咸安
本报讯 记者张敏、特约记者胡剑

芳、李星、通讯员镇方敏报道：昨日，秋
雨送爽，在咸安经济开发区崇高交通新
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项目基地，咸安
区第三季度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隆重举
行，总投资63.29亿元的12个项目集中
开工，掀起新一轮项目建设高潮。

今年以来，该区深入贯彻市委、市
政府“三抓一优”决策部署，通过谋划
推进一批强基础、管长远、增后劲的大
项目、好项目，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咸安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天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共有12
个，其中工业类项目8个，其它类项目4
个，计划总投资63.29亿元。集中开工的
华信制药基地建设、崇高交通新能源汽
车及零部件制造、台振智能装备制造、三
九生物制药及家庭外用品生产、鑫广成
金属结构装饰材料制造等8个工业项目
计划总投资达26.04亿元。其它类项目
4个，总投资37.25亿元。

嘉鱼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熊

铁山报道：昨日，嘉鱼县第三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武汉汉麻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举行，总投资62.9亿元的
16个项目同时开工。

据悉，此次集中开工的16个项目

涵盖高端纺织服装、生物医药、新型建
材、乡村旅游开发等领域，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11个，十亿元以上项目3个。
投资十亿元以上项目是投资15.8亿元
的官桥乡村振兴项目、投资10.7亿元
的三湖连江综合整治和水库灌区改造
项目、投资10.2亿元的陆溪莲藕小镇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项目主要分布在
县经济开发区、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
官桥镇、陆溪镇、高铁岭镇等地。

近年来，嘉鱼紧紧围绕“三抓一
优”工作重心，始终牵牢项目“牛鼻
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以项目的大
突破和投资的快增长带动更高质量、
更好效益的发展。同时，推出一系列
支持企业技改的政策措施。自2004年
来，连续4年专项列支近800万元，近
30家工业企业技改项目从中受益。

赤壁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李瑞丰、王莹报道：昨日，
赤壁市第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在赤壁高新区举行，11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60.8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11个重点项目，
覆盖工业、田园综合体、旅游、城建等
领域，总投资60.8亿元，今年计划完成
投资10.9亿元。

今年以来，该市聚焦“三抓一优”，
加大项目建设推进力度，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实施重大项目领导责任包
保和“十个十大项目”工程建设。目
前，全市重点项目 389 个，总投资
1034.9亿元，其中续建项目128个，新
建项目213个，策划项目48个，目前已
开工项目226个，其中完工项目24个，
完成投资59.4亿元。全市“十个十大
项目”工程101个，总投资706.5亿元，
目前已开工63个，其中已完工11个，
完成投资24.1亿元。

通城
本报讯 记者李嘉、特约记者刘

建平、闫雯雯、通讯员瞿关心、杨友平
报道：昨日，通城县第三季度15个项目
在县经济开发区坪山高新产业孵化园
集中开工，总投资49.16亿元。

今年以来，该县坚持“生态立县、
乡村兴县、产业强县、商贸富县、旅游
活县”，聚焦绿色发展，聚力“三抓一
优”，全力以赴抓项目、稳投资、保增
长，取得了成效。

当天集中开工的15个项目涵盖了
特色产业、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等多个
领域，分别为通城县云水云母三期、湖
北亚细亚环保脱硫设备及管道改造、
咸宁市新砖匠磁砖生产线建设项目、
通城县玉立砂带转换线、锡山城市公
园、五里镇左港村上善园田园综合体
道路工程、古苇清系列产品生产、黄龙
山鸟文化园、湖北悠原食品深加工、通

城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建
设工程、通城县S259省道路面升级改
造工程、湖北中研工业百洁布生产线、
通城县乡村振兴工程建设、湖北宝塔
研磨高档涂附磨具、通城县中心商务
城片区棚户区改造一期等。

通山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阮姝

报道：昨日，通山县第三季度重大项目
在核电路楚腾红薯深加工项目基地集
中开工，当天集中开工项目14个，总投
资45.15亿元。

其中，通山县昊日五金制品厂、湖
北利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山九宫
乡人特色食品厂、湖北楚腾红薯食品
有限公司、湖北芳华环保材料有限公
司、通山县粤通绣花厂、中广核通山大
畈150兆瓦地面光伏电站等7个为工
业项目。九宫山风景区升级改造、通
山县乡镇生活污水处理项目、通山县
南市路（洋都大道—新桥大桥）市政道
路改造项目、通羊河滨河景观带景观
改造工程、高桥头村芳林湾乡村振兴
项目、迎宾路小学、阳光明座幼儿园综
合建设项目等7个为民生项目。

据悉，这些项目符合该县的发展
导向，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需求，为全
县经济持续稳健增长提供有力动能，
助力通山加快实现“山通水富、绿色发
展”目标。

强基础 增后劲
——我市各地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通讯员王先柏、
谢斌报道：9日上午，咸安区政
务中心驻马桥镇金桥村工作队
组织贫困户到咸宁市宏海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参观并学习龙
虾、青蛙养殖技术。

“青蛙养殖应该将基地建在
水源丰富，温度适中的地方，蛙
卵孵化、蝌蚪培育及存活，要经
常观察，注意喂食和养殖密度
……”宏海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法

人、技术人员刘海在养殖基地现
场教学，为10多户贫困户讲解
龙虾和青蛙的养殖技术。

参观学习结束后，面对贫
困户陈大方提出的“我们贫困
户要是想养殖是否能提供技
术”的疑问，刘海表示，只要大
家真心想做，种苗和技术以及销
售他都可以负责。到场的贫困
户都觉得，这个扶贫产业搞得
好，有收益，能带动自己增收。

咸安政务中心

组织贫困户开展技术培训

本报讯 记者王恬、实习
生全桢报道：16日下午，继全省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视频会
后，我市召开相关会议，对全市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进行全面
部署。副市长汪凡非出席会议
并讲话。

据了解，当前我市松材线
虫病疫情严重，现有赤壁、咸
安、崇阳、嘉鱼4个县（市、区）、
28个乡（镇、办）发生疫情，涉及
松林面积2.69万亩，枯死松树
20520 株，松材线虫病致死
18109株。崇阳县疫情面积最

大，死树最多，灾情最重。另
外，2017年全市疫点18个，今
年新增了10个，达到28个。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府，
特别是林业部门要高度重视松
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把抓好松材
线虫病防治作为当前工作的重
中之重，下定决心、花大力气抓
紧抓好。要落实防治措施，坚决
遏制疫情的扩散蔓延。坚持开
展监测预警，全力防治松褐天
牛，妥善处理疫木，加强检疫执
法。要强化防治责任，务必打赢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攻坚战。

我市抓好松材线虫病防治
涉及松林面积2.69万亩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
员周娴报道:16日，市委第三巡
察组向市商务局反馈巡察情
况，并对巡察发现的问题提出
整改意见。

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
第三巡察组于2018年5月3日
至6月8日，对市商务局“四风”
问题、履职尽责、履行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等方面情况进行
了巡察。

巡察组要求，市商务局要
严格按照《咸宁市被巡察党组
织配合市委巡察工作的规定》，
坚持问题导向，认真进行全面
整改。对问题突出、性质严重
的人和事，要依纪依规严肃处

理，形成震慑。要坚持一案双
查，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也
要追究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或分
管领导的“一岗双责”责任。对
巡察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典型
性问题，在整改过程中要举一
反三、延伸拓展，深入分析，深
挖病根，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市商务局负责人表示，巡
察组反馈的情况实事求是，全面
客观，局党组将照单全收，迅速整
改，决不推卸责任，决不敷衍了
事。做到立行立改，对共性问题
进行分类汇总、逐项梳理归类，明
确整改内容、整改目标、责任主体
和整改时限，强化跟踪督办，确
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市委第三巡察组

向市商务局反馈巡察情况

（上接第一版）坚决落实政治巡视要
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高
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既要
自觉接受省委巡视组的监督，也要勇
于对省委巡视组进行监督，帮助省委
巡视组以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认
真履责，依法依规进行巡视，圆满完成
省委交给的巡视任务。

王济民代表市委要求，高新区党
工委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深刻认识

巡视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位
和政治觉悟，自觉接受巡视监督，服从
省委巡视工作安排，全力支持配合省
委巡视组工作。工作上要加快推进，
干出亮点，干出看点，把巡视工作的成
效体现到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中。

杨良锋在动员表态发言中表示，
高新区将做到认识坚决到位，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

署上来，统一到省委巡视组的要求上
来。做到配合坚决到位，高新区将无
条件服从省委巡视组安排，无条件保
障好巡视工作。做到守纪坚决到位，
实事求是地向省委巡视组汇报工作、
反映情况。做到整改坚决到位，对此
次巡视中发现和查找出来的问题，第
一时间将整改要求方案化、项目化、具
体化，珍惜和把握好这次巡视监督的
重要机遇，全面推进高新区党风廉政

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各项重点工作落
实，以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保障各项
事业发展，绝不辜负省委、市委的期望
和全市人民的重托。

省委第十一巡视组副组长李志
启、刘海涛、段艳秋及省委第十一巡视
组其他成员，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福
卿，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机关其他副
科级以上干部，高投集团班子成员，横
沟桥镇党委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
员毛瑜、胡卫刚报道：16日，记
者从通城县纪委监委获悉，今
年以来，该县查处了多起违法
用地、违法建设案件，其中就包
括第十五期《咸宁问政》栏目曝
光的案件，目前，已有17名党员
干部因违反党纪国法被追责问
责。

经相关部门深入调查，该
县电力公司、县“两违”办、县城
管局、县国土局、县水利局等部
门少数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涉
嫌行贿受贿，开具虚假证明，违
规办理手续，为违法建设大开
绿灯。

目前，通城县电力公司党
委书记、副总经理李刚因涉嫌
挪用公款、贪污、受贿，已被移
送司法机关；通城县银山电业
公司总经理黎晖在通电报装工
作中涉嫌收受贿赂已被移送司

法机关；县城管执法局、县“两
违办”法制股副股长、办公室主
任周剑桥涉嫌违规为小产权房
通电报装出具虚假证明，收受
贿赂，已被采取留置措施正在
进行调查；县电力公司职工付
望龙、杨志，通城县水利局退休
干部赵石权，通城县光明电业
公司总经理朱光明等四人因涉
嫌行贿，均已移送司法机关。

另外，县电力公司职工赵
兴、皮绪祥违规为小产权房通
电报装，违反廉洁纪律，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隽水镇原副镇长
李自良、雁塔社区支部书记黎
平、县城管执法局副局长邓龙
辉，城北中队原中队长黎斌、城
北中队中队长孔虎、县国土资
源局隽水国土所所长夏召辉、
隽水国土所副所长黎明等因对

“两违”监管不力，被县纪委立
案调查。

通城17名党员干部

涉嫌“两违”被追责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