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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18日西南气流发展，云量增多；19～20日受高空短波波动影响，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18日：晴转多云，偏南风1～2级，-1～9℃；19日：阴转小雨，偏北风1～2级，4～9℃;20日：阴天有小雨，偏北风1～2级，4～7℃。

浙商种草莓
带富一方人
10 日，嘉鱼县新街镇港东村草莓

基地，来自浙江杭州的莓农郑仙萍正
在棚内采摘草莓。

据了解，目前该镇共有 10 余名浙
商在此流转土地种草莓，在他们的辐
射带动下，当地农户纷纷向他们取经，
发展草莓种植，目前当地草莓种植户
有10余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江东 孙莉 摄

咸安永安办事处南大街社区

防灾预案显成效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文

谨、通讯员刘颖竹、林莉报道：
“209室着火啦!”7日上午，在咸
安区永安办事处南大街社区渔
水路272号公租房，居民梅爹爹
大声呼叫。

正在巡查的社区网格员刘
芳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只见209
室浓烟滚滚，房门紧锁，打户主
电话又无人接听，刘芳当即启
动了应急预案，并向社区报告
求援。社区工作人员按照预

案，兵分三路前往事发地点，请
专业人士来开锁，找来电工关
掉电闸，做好全方位安全保障
措施。在社区与居民的共同努
力下，这场火灾被扼杀在萌芽
阶段。“此次事件能得到妥善处
理，主要是因为南大街社区具
有健全的应急预案，通过不定
期排查、举办消防知识培训、安
全演练等活动，工作人员都掌
握有一定的应急能力。”永安办
事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咸安宝塔中学

加强学生寒假安全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吴紫芬、

刘庆云、李汉阳报道：“过马路
要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翻越
隔离栏……”10日，咸安区向阳
湖镇宝塔中学组织召开主题班
会，就即将来临的寒假对学生
进行安全教育。

为让学生度过一个平安、健
康、快乐的寒假，该校提前部署

主题班会活动，督促各班主任加
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只
有构建家校共管的互动模式，
才能确保学生寒假期间不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该校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通过发放并签订《中
小学寒假安全责任书》，加强对
学生寒假期间的教育和管理。

去年底，省环委会公布2018年省
级生态村名单，赤壁市中伙铺镇泉洪村
榜上有名。

泉洪，如何一跃成为省级生态村？
近日，记者走入村中，一座座洋气

的新楼映入眼帘，一口口清澈的当家塘
围上了安全护栏，村民在宽敞干净的广
场上或含饴弄孙，或锻炼休闲，大家都
很自觉地将生活垃圾放入垃圾桶……

今年以来，泉洪村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以“厕所革命”为抓手，植入生
态元素，实现农村垃圾治理常态化全覆
盖，顺利完成“厕所革命”，呈现出山绿

村美的良好面貌。
“儿孙回家上干净厕所，厕所干净

儿孙常回家。”这句简单的标语，颠覆了
泉洪村村民对“厕所革命”的态度，从抵
制、无所谓、怕麻烦到踊跃赞成、支持、
参与到“厕所革命”中来。

“一年来，我村通过粘贴横幅标语、
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科普答疑等多种方
式，村民卫生安全意识得到提高，纷纷
积极参与厕改工作，实实在在享受厕改
成果，一户影响一片，效果立竿见影。”
村支书张茂盛介绍，旱厕改水厕，一下
子让农村以前“臭气冲上天，苍蝇飞上

脸”的厕所环境变得清新整洁。正是这
样的改变，让城里的年轻人重新恋上了
家乡，为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了新活力。

据悉，该村通过财政奖补、部门帮
扶、社会赞助、企业捐赠、农民自筹等方
式，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投入资
金230多万元，实现了“厕所革命”全覆
盖，并极大改善了1组、2组村容村貌。

泉洪村监督委员会主任张建军，每
天都会进村入户向村民宣传科普“厕所
革命”相关知识，征求意见看法。

“我村还进一步规范村民理事会建
设，制定完善美丽乡村建设奖补政策，

通过以奖代补，鼓励引导农民投工投
劳，积极参与建设美丽家园。”张建军介
绍，该村还通过健全村规民约，积极开
展“存量垃圾清理”“美丽家园”文明创
建等活动，努力培育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塑造和谐文明乡风。

如今的泉洪村，绿了山林，优了生
态，美了村庄，富了村民，处处呈现出勃
勃生机。

赤壁市中伙铺镇泉洪村

一跃成为省级生态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刘亚琴 李攀龙

看咸宁如何打好蓝天保卫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明聪

根据1月7号生态环境部通报的
数据，2018年，我市空气质量在全国
169个重点城市中位居第19位，成为
全省唯一入选“20个空气质量相对较
好城市”的地级市。

打好蓝天保卫战，护卫那抹“咸宁
蓝”，我市做了哪些工作？14日，记者
进行了采访。

优化产业结构

元旦前夕，通山县横石煤矿、苏基
坦煤矿正式签订关闭退出协议，待省
级验收后正式关停。

这是继老虎槽煤矿、陈成煤矿、泉
下煤矿、程许煤矿通过省级验收关闭
退出后，该县最后关停的两座煤矿。
至此，我市所有煤矿全部关闭，48万吨
淘汰煤炭落后产能任务全部完成。

与此同时，我市对淀粉、屠宰及肉
类加工、陶瓷制品制造、石化、钢铁、有
色冶炼等6个行业共69家企业中，准
予核发排污许可证的23家企业已全部
核发完成，对不予核发的46家屠宰企
业，各县（市、区）已制定整改方案，对
行业进行规范整改。

去年来，我市从区域产业布局调
整、落后产能淘汰和过剩产能压减、

“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工业
污染源达标排放整治、排污许可证核
发、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升级改造六个
方面入手，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仅一年时间，我市就拆除和关停20家
非法“散乱污”企业，关停省道319赵崇

线沿线13家非法钙石加工企业；脱硫
脱硝除尘设施建设、水泥企业脱硝除
尘改造、工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综合治理、工业窑炉排查治理等工作
有序推进。

发展清洁能源

去年11月27日，崇阳县金塘风电
场EPC工程25台风机全部顺利实现
并网发电。

据悉，金塘风电场EPC工程总装
机规模为50兆瓦，设计安装25台单机
容量为2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建成
后预计年上网电量为9496万度，每年
可节约标煤2.9万吨，减少多种大气污
染物的排放，还可减少灰渣排放量约
0.9万吨。

风力发电属于清洁能源，该项目
既符合湖北省能源电力发展规划，也
符合国家关于能源建设的发展方向。
2018年4月，我市组织编制并发布了
《咸宁市“十三五”分散式风电开发建
设规划》，拟在全市6个县市区建设34
个分散式风电场，项目总装机85.23万
千瓦，总投资约70亿元。

发展风电的同时，我市合理开发
利用太阳能资源，积极推动生物质能
清洁高效利用，一批清洁能源和新能
源项目在我市落地开花。

去年来，我市通过开展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
等措施，不断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成效

显著。
通山县大畈镇的15万千瓦光伏发

电项目，于去年三季度动工，去年12月
27日建成投产；华润电力湖北有限公
司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项目已列入国
家“十三五”规划。

防治尾气污染

机动车尾气污染，是大气污染的
主要来源之一。为防治尾气污染，我
市不断优化调整运输结构。

调整货物运输结构。我市积极开
展水运攻坚、持续开展超限超载治理
行动、大力推进全市物流行业稳定发
展、大力推动多式联运。

2018年，我市超限率100%、载重
100吨的“双百”现象大幅减少。检查
货运车辆47302辆，查处超限超载车
辆2960辆，卸载5715辆（含源头劝返
卸货），卸货102612吨。

车船结构升级。2018年，我市市
区纯电动公交车辆数量由原来200辆
增加到250辆，各县市区共新增及更换
的纯电动公交已达388辆，市区656辆
出租车全部为清洁能源出租车。

油品质量升级。我市开展油品质
量升级检查行动和质量抽检工作，完
成成品油抽检77批次。其中，不合格
7批次，合格率91%。

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全市共淘
汰黄标车6557辆，注销老旧车1400
余辆，报废老旧车2991辆，报废摩托
车23816辆，圆满完成省政府下达的

黄标车淘汰任务。全市已建成机动车
环保检测机构11家，内设检测线30
条。

造绿护绿并举

“荒了几年的山，全都变绿了！”通
城县塘湖镇荻田村黄会计望着满山小
树苗动情地说，这得感谢“精准灭荒”。

去年来，通城县落实省林业厅有
关指导精神，采取有力措施，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截至目前，该县通过
省级核查，全县灭荒造林26034.4亩，
占年度任务的107%，占三年总任务的
42.4%。

据悉，我市将造林绿化任务落实
到地块，实行挂图作战、销号管理。
2018年，经省级验收核查，全市完成精
准灭荒造林19.46万亩，占年度灭荒任
务15.5万亩的125.5%，完成面积在全
省排名第一。

灭荒造绿的同时，我市大力推进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开展露天矿山综
合整治、扬尘综合治理、秸秆综合利
用、关闭或搬迁养殖场控制氨排放等
工作。

此外，我市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开展制砂行业、非煤矿山、餐馆油
烟等专项整治行动。2018年，全市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37份，实施查封
扣押案件42件，实施限产、停产案件3
件，实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9起，移送
涉嫌污染犯罪案件4起，共处罚金额
1723万元。

咸安区城管执法局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文谨

报道：“这里不能出店经营，请将
占道设施搬进店内，规范经营。”

“您的车子不能这样停放，请将汽
车停在停车泊位线内。”3日晚，冷
风呼啸，咸安区城管执法局执法
队员在区妇幼保健院附近，劝说
着占道经营的小摊贩和违章停车

的车主。
此次行动该局共出动 20

人，以文明劝说的方式宣传，要
求商户门店夜间经营必须遵守
秩序。

据悉，该局将安排人员在
人流密集的地方值守，坚决制
止夜间出店经营，占道经营行
为，规范秩序。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时

通山县南林桥镇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

员申丽萍报道：11日，在通山县
南林桥镇街道上，一群拿着扫
帚、铁锹、铲刀等工具的干部职
工走上街头，忙活了起来……

陆陆续续有许多群众自觉
加入到他们的行动中，100余名
干部职工群众一起清扫路面、

整理街道两旁的杂物等垃圾。
经过2小时的奋战，路面上、街
道旁、沟渠里都被拾捡得干干
净净。

“集镇的文明洁净需要大家
共同努力，作为党员干部我更应
贡献一份力量。”该镇退休老干
部张恢彪说，每个星期五干部和
群众都会一起清洁街道。

市领导调研杨畈农高区时要求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本报讯 见习记者阮泽

华、通讯员李炯报道：17日，市
委常委、咸宁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杨良锋深入横沟桥镇杨畈农
业高新技术示范区调研项目建
设情况。

杨良锋一行先后查看杨畈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总体布
局、路网规划、项目推进情况，督
促相关部门加大招商力度，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推进杨畈农高区
向省级农业高新区发展。

杨畈农高区是2018年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建设农业可持续
发展试验区暨农业绿色发展试
点先行区的“七大项目”之一。
该项目涵盖智慧农业平台、全程

化服务平台、冷链物流平台、电
商服务平台，着力打造示范农
业、科技农业、规模农业、美丽村
湾。总规划面积19.03平方公
里，2020年将基本建成。

杨良锋要求，要落实工作专
班，从相关职能部门和高新区抽
调业务骨干，迅速解决办公条
件、工作经费问题，进驻农高区
开展工作；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进度，督促完成核心区道路建
设；要围绕“农”“科”“高”的特点
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确保项目引
进来、快落地、见成效、显特色；
要做好项目资金和资源的整合
工作，制定项目清单，倒排工期、
压实责任、强力推进。

嘉鱼交出正风反腐“成绩单”

立案228件处分165人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熊杰、郑晨报道：10日，记
者从嘉鱼县纪委监委获悉，
2018年，该县纪检监察机关共
受理信访举报161件，处置问题
线索299件，立案228件，处分
165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
失1000余万元。运用“四种形
态”处理人员238人次。

去年，该县在整治“四风”
问题上持续发力，通过组织明
察暗访、举办电视问政、工作约
谈等形式，充分运用“扶贫领域
政策落实监察系统”，着重对扶

贫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开展
专项治理，全年完成对8家单位
和精准扶贫暨农村基层党建的
巡察工作，并对22家单位巡察
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导。围绕
扫黑除恶重点专项工作，该县
还积极开展“大起底”“大调研”

“大检查”，建立问题线索双向
移送联动工作机制，向有关部
门移送问题线索。

同时，坚持刀刃向内，积极
开展纪检监察系统内部作风巡
查，严防“灯下黑”，有效净化了
系统内部，锤炼了干部队伍。

通山闯王镇移风易俗树新风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

讯员舒坦、李香豫报道：8日，在
通山县闯王镇汪家畈村，一支
穿着喜庆服装的腰鼓队正在热
情地表演，欢快的锣鼓声，整齐
的动作，赢得村民阵阵喝彩。

“我们今天是来迎新人
的。”家住汪家畈村7组的程翠
华说，过去迎新人都是用烟花
爆竹，现在基本上不用了。

“县里已经全面禁鞭了，我

们村里也跟着在行动。”村支书
汪立果介绍，自从禁鞭政策下
发后，村里高度重视，组建了腰
鼓队，以腰鼓代替鞭炮，取得良
好成效，得到村民一致好评。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镇
里大力开展禁鞭禁赌、移风易
俗工作，打造文明秀美新农
村。据悉，此次汪家畈试点推
行成功后，将在镇里全面推
广。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报道：记者昨日获悉，2018
“荆楚楷模”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日前启动，目前已进入
网络投票阶段。我市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崇阳县
白霓镇大市村党支部书记程桔榜上有名，成为候选人。

据介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
的示范引领作用，省委宣传部联合荆楚网开展了
2018“荆楚楷模”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经组织推荐，
我市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党

支部书记程桔从96名“荆楚楷模”月度人物中脱颖而
出，成为2018“荆楚楷模”年度人物候选人。

此次活动将通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程序，最
终评选出10名2018“荆楚楷模”年度人物。网络投
票从1月15日开始，至1月21日9：00结束。

广大市民和网友可通过PC端（http://kaimo.
cnhubei.com/2018jckmndrwpx/）、关注“湖北宣
教”微信公众号、关注“湖北日报”微信公众号等方式，
参与投票。

2018“荆楚楷模”年度人物评选启动
崇阳白霓镇大市村村支书程桔榜上有名

根据1月7号生态环境部通报的数据，2018年，我市空气质量在全国169个重点城市中位居

第19位，成为全省唯一入选“20个空气质量相对较好城市”的地级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