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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脱贫 我光荣
大畈镇西泉村13组村民张顺习，因

为身体原因，在2014年经申请，被列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

张顺民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从事体
力劳动，只能养些兔子勉强度日。张顺
习一直想将养兔规模扩大，但苦于没有
资金，兔子只有20只左右。

2014年，科协驻村工作组入驻西泉
村，在入户调查之后了解到张顺习的情
况，对张顺习的养兔产业大力扶植，连续

三年帮他争取到贴息贷款8万元，以及一
万元的产业奖补。这些贴息贷款就如久
旱的甘霖，极大地解决了张顺习的资金
问题，干劲十足的张顺习没有了后顾之
忧，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也越走越好。

三年时间，张顺习将兔子的规模从
20多只发展到200多只，现在营业额每
年有25万左右，纯利润可达7、8万，短短
三年时间就从贫困户奔上了小康路。

过上好生活后，张顺习感触颇深：
“要想脱贫的话，不能光等着政府扶持，
自己要努力要奋斗，才能过上幸福小康
生活。”

当好兔倌奔小康
通讯员 明洁

“精准扶贫人人夸，建好小家强国
家，同步小康你我他，真带劲！”10月27
日一大早，通山县南林桥镇大坪小学内
热闹非凡，三句半《精准扶贫》正在上演，
现场掌声和叫好声一浪接一浪。

当天，一场由驻村帮扶单位通山县
富水湖管委会主办，南林桥镇大坪村村
民委员会承办，大坪村民文艺队自编自
演的“精准扶贫你我同行”文艺演出活动
为群众送去“精神食粮”。

活动中，大坪村文艺队编排了舞蹈、
小品、地方戏等12个精彩节目陆续上
演，吸引远近200余村民前来观演。演

出活动还穿插进行了精准扶贫知识有奖
问答，使群众饱食精神文化大餐的同时，
深入了解精准扶贫政策，更加坚定脱贫
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

据悉，自通山县富水湖管委会驻大
坪村帮扶以来，以“扶贫先扶智”为重点，
在文化扶贫上下功夫，整合资金修建
1000余平方米的村级文化广场，帮助成
立了一支50余人的村文艺队，先后开展
送电影、送普法知识、送文艺演出进村等
活动，使文化惠民的阳光洒满千家万户，
使贫困户在实现物质脱贫的同时实现精
神脱贫。

文化惠民奏新曲
通讯员 申丽萍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报道：10月
28日，笔者驾车经过通山县新业街，只
见改造过后的柏油路面宽阔齐整，交通
标志大而醒目，车辆经过繁忙而有序。

“很气派很方便，再也不用担心拥
堵了……”市民李先生的高兴之情溢于
言表。

过去，由于通羊镇第四小学坐落于
新业街，加之沿街居民密集，路段交通
特别拥挤，电动车、轿车、出租车穿梭，

互相抢道，道路两旁车辆乱停乱放，经
常导致交通停滞。兴业街道路改造项
目的完工，有效缓解了该路段人车抢路
问题，提升了该路段道路安全和市容市
貌。

新业街道路改造是通山提升城区
基础环境水平的一个缩影。今年来，该
县把扩展城区发展空间作为发展民生
工程，提高居民幸福生活指数的重要一
环来抓，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全区域
打造宜居宜业新家园。

该县提升城市功能，改造升级市民
休闲环境。该县投资3千万元，对凤池
山进行提档升级，改善游步道狭窄、亮
化不够问题，丰富休闲娱乐场所。目前

该工程进展顺利，施工正有条不紊推
进，有望明年上半年完工。投资5700
万元，改造通羊河滨河景观带，丰富市
民娱乐休闲方式，提升城区山水生态园
林城市品位。

该县提升城市形象，优化出行交通
环境。该县总投资8000余万元，发起
城区道路改造项目建设，除了已经竣工
的建材街和新业街道路改造工程外，老
城区南市路路段正在进行路基及路面
处理、人行道贴砖等工程，项目建成后，
将极大缓解老城区道路拥堵问题。连
接新老城区的新城大桥项目已经进入
梁板铺装工作阶段，有望在元旦前全面
通车。新建的新城大桥宽22米，双向

两车道，将极大提升新老城区的交汇流
通，美化城市形象。

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来，县委县政府高举民生发展大旗，从
群众的生活需求出发，以五城同创为
目标，科学规划、整合资源，拓展城区
发展新空间，推进城区基础民生工程
建设，一年后，通山城区的形象品位将
有效提升，群众的幸福生活指数将逐
步提高。

未来，该县将围绕“一园二桥三改
四路五场”工程，重点推进城区供水二
期、城市图书馆、滨河路延伸线、城区停
车场等一批民生工程建设，进一步推进

“幸福美好新通山”成型壮实。

改善市容市貌 提升幸福指数

通山力建一批民生工程

大幕山林场

密织森林防火网
本报讯 通讯员阮金华、陈银竹报道：10月23日，国

有通山县大幕山林场召开林场及带村护林防火会议，部署
森林防火工作。林场全体职工及带村村委会所有成员参
加。

今年，大幕山风电建设、森林旅游热度升温，开发力度
的加大，天气持续晴热无雨，森林防火难度大幅增加。为
此，该场着重对2018至2019年度防火工作有针对性地进
行安排部署。该场将从三方面加强森林防火工作：一是认
真学习切实领会上级防火文件精神并落到实处。二是对照
《大幕山森林防火预案》狠抓落实。三是重点防火期加大防
火宣传力度，各包片责任人定期到各护林点、毗邻村组进村
入户检查防火工作，特别是重点防火地段，护林员要24小
时密切关注。四是防火年度结束，将严格按照责任状兑现
奖惩。

会上，该场场长陈舒林与各包片副场长、护林员和防火
值班室签订了2018至2019年度防火责任状。下午，林场
扑火队总队进行了防火演练。

年底到来，通山县几件民生工程渐
次展现：文体中心、风池山森林公园、图
书馆、新城大桥、兴业街改造……这些
民生工程竣工后，将极大地改善市民的
生活品质，提高百姓的幸福指数。

近年来，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提档
升级，通山县城变得越来越靓。显而易

见，作为咸宁市“副中心”，作为“绿色崛
起”发展先行区，通山县的软件硬件工
程近年来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民的
幸福感也普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李克强总理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要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
建设。为政之道，民生为本。我们要念

之再三、铭之肺腑，多谋民生之利，多解
民生之忧。”因此，我们要多发展民生工
程，让民生幸福看得见摸得着。

其实，近年来，不仅是县城建成了
许多民生工程，各乡镇的系列民生工程
也发展喜人。比如说各乡镇都修通了
水泥路，都有配套的环卫设施和保洁人

员，扶起了一大批种养业合作社等等。
既有点上的发展，也有面上的发展。一
些乡镇还出现了不少发展先进村，比如
南林桥镇的石门村、大路乡的新桥村、
慈口乡的大竹村等等。

关乎民生福祉的工程可谓方方面
面，教育、交通、医疗、经济、文化、生态
等等，都需要政府去积极引导和作为。
只有多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牢记
宗旨，服务于民，才能不断让市民享受
到改革成果，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感，
百姓的幸福生活才算真正落地开花。

民生工程让幸福落地
O徐大发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赵冬平报
道：走进通山县通羊镇境内，柏树下村公
路旁的11家厂房里机声轰隆，车间内搬
运产品的工人忙碌不停；抬头远望，通厦
公路沿线的赤城山坡上果树成行，田野
中四处鸡鸭和莲藕，公路两旁一栋栋小
洋楼一行连着一行。

群众说：“现在村貌变了，村民富了，
是镇党委政府一班人发挥优势抓调整，
巧绣邻城‘路边花’带来的新景象。”

通羊镇地处通山县“皇城脚下”，是
通山县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近年来，
该镇充分发挥本地邻居县城信息灵通、交

通方便的优势，从三方面引导群众大栽
“路边花”，妙棋“三着”建设农贸型强镇。

瞄准市场、抓好调整。该镇围绕“农
作物品种调优、产业规模调大、综合效益
调高”的规划，将通山核电路沿线的茅田
千亩田畈按照高效农业进行分类布局，
培育1000亩生产苗木园，建起500亩无
公害大棚蔬菜绿色食品经济园，发展
500亩果木园。如今茅田畈的千亩生态
农业综合开发园内种有蔬菜、草莓、双孢
菇、小礼品西瓜、甘蔗等，栽有葡萄、紫李、
板栗，形成了园内鸡鸭成群、猪羊成圈、鱼
满池塘、水果满枝的特色经济模式。

培植典型、树立样板。该镇从县财
政、科技、教育等部门引进资金、技术，从外
地引进5家种、养大户和能手，在湄港田畈
创办100亩种植基地、50亩养殖基地，使
该村位于通厦线公路的湄港畈成为全县亩
创万元收入的高效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让当地农民种有样板、养有示范。

引导农民前门开店、后门种粮，让农
民做到经商、生产两不误。到目前，该镇

地处城郊的柏树下村、沙堤等7个村有
450多户农民在县城里、公路边建起楼
房，摆摊设点营业，从事饮食、副食加工，
开起餐馆、办起豆腐铺、做起生意；5个建
筑专业户率领千名建筑大军在通山、咸
宁等地为城里人建筑高楼大厦；72户农
民创办物流中心，他们开着汽车载货拉
客东奔西跑。

如今，通羊镇已有11个村有集体企
业，办起了民营竹木业加工厂，粮食米
面、副食加工厂，群众购货有店，看电视、
查信息足不出门；他们种的水果、蔬菜、
牲猪等农副产品牢牢占据了通山县域，
培植的果品、花木占据了本地市场，栽培
的果品、花卉还远销武汉、长沙、南昌等
大中城市。

改革开放四十年看通山

瞄准市场抓调整 培植典型树样板

通羊镇建设农贸型强镇

黄沙铺镇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王程海报道：连日来，笔者在

通山县黄沙铺镇的新民、孟垅等村看到，一幅幅宣传横幅悬
挂在村委会办公楼墙上，一张张宣传展示板在各村党员群
众活动广场展出，随着镇党委举办的“廉政文化宣传村湾
行”在各地展开……拉开了该镇开展党风廉政宣传的序幕。

今年，该镇以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月活动为主体，重点抓
好十项活动开展。即开展一次各党支部《准则》《条例》集中
学习活动，镇党委书记、支部书记讲一次廉政党课，开展一
次廉政文化进基层文艺巡演，组织召开一次特邀政风行风
监督员座谈会，组织中小学生传唱一首廉政歌曲，看一部革
命先辈家风短片，组织一次《准则》《条例》知识测试活动，发
一条廉政短信，组织一次警示教育活动。各项活动安排紧
扣“践行《准则》《条例》，做遵规守纪党员”的主题，重点在加
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通过各种主题教育活动的蓬
勃开展，强化全镇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意识，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县食药监局

宣讲食药安全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石义涛报道：10月26日，县

食药监局局长王武任带领食药安全小分队，在县人民广场、
超市等人流密集区域，向过往市民发放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宣传册。

据悉，该局正在开展药品安全知识进超市、进乡村等
“五进活动”，活动期间，该局全体机关干部职工深入街头巷
尾、超市、乡镇，以面对面讲解宣传、现场检测等方式，让广
大群众熟悉了解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同时，在城区各大超市，该局设立蔬菜食品快检平台，
帮助市民现场检测蔬菜、速食食品等，工作人员耐心解释市
民疑问，并手把手告诉市民如何辨别处理问题食品，受到消
费者的欢迎认可。

今年来，该局先后开展了“疫苗专项整治”“学校（幼儿
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欺
诈行为专项整治”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食品药品市场流通
秩序，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县政协

“四贴近”解决群众难题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焦三华报道：今年来，通山县

政协主席张远林率工作人员，先后多次到杨芳林乡株林村
帮助群众建文化活动场所、修公路，为困难户、老党员送去
慰问款物，激发了他们积极生产的劲头，深受他们称赞。

该县政协按照“政协工作延伸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做到
哪”的原则，着力构建学习型、落实型、创新型、和谐型基层
党组织，形成了党建与政协工作相互促进的良性局面。该
县政协为了按照党建工作贴近实际、贴近委员、贴近基层、
贴近群众的“四贴近”方针，使党建工作有部署、有目标、有
措施。坚持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以支部为单位，发动政协党
员干部实行百分竞赛制，有效调动了基层党支部一线党员
的积极性。

今年来，该县政协“四贴近”创建党建机制，为驻村点办
好事、实事13件，解决群众难题难事9件，有力地激发了政
协委员积极提案、党政部门落实提案的效果。

新城大桥

2019年元旦前通车
新城大桥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

是通山县城区重要交通枢纽，因自然
灾害和桥梁的日益负荷重载，曾两度
重建。

今年春，通山县将新城大桥扩建
升级工程列入五大民生工程之一。自
动工以来，施工人员抢晴天，战雨季，
狠抓施工速度与工程质量，使桥梁建
设如期推进。

该桥由华东建设工程集团公司承
建，桥梁全长80米、宽22米，两边设人
行道与护栏。日前，大桥桥梁、桥面吊
装成功，进入铺砌装修阶段，预计2019
年元旦前建成通车。

通讯员 王沁 摄

日前，生产芝麻饼的私企老板朱美赛组织义工在福利
院为老人们包饺子。朱美赛是一名资深义工，兴办麻饼厂
5 年以来，每年都雷打不动，免费为全县福利院送中秋月
饼。 通讯员 林绪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