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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纪委监委

梦想照进现实

查找突出问题

—— 通城脱贫攻坚亮点扫描
特约记者

刘健平

通讯员

陈婉 张勇

黎赛明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
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近年来，通城县真抓实干、齐心协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以党建引领照亮贫困户脱贫路，通过发展扶贫产业和实施系列
政策，激发贫困户的脱贫热情，全县共有 6.6 万人实现了稳定脱贫，26 个村整体出列。如今，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正依靠党
的好政策，用自己的勤劳双手摆脱贫困实现致富梦。

开展“党建引领、助力脱贫”活动，确立“五四三”工作思
路，即：找准“五个职能定位”、做好“四个融合”、发挥
“三个作用”。
结对帮扶，点亮“爱心灯”。支部为充分发挥党员
过结对帮扶、扶志帮扶、就业帮扶等措施助推脱贫攻
在职工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与残疾贫困户结
坚，引导病残群众“拔穷根”，在脱贫攻坚一线让党旗
对帮扶，设立党员示范岗 1 个，实现重要岗位有党员、困
飘 起 来、党 组 织 牌 子 挂 起 来、党 员 站 出 来 。 全 县 有
难面前有党员、技术攻关有党员；党员身边无次品、无
100 多家民营企业，吸纳近万名贫困人口家门口就业
纠纷、无违纪目标，有效推动企业的生产经营。
增收脱贫。
扶志帮扶，激发“新动力”。该公司党支部借助人
湖北东方大阳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就是在全县脱贫
才和技术优势开展技能帮扶，通过“扶残助残、扶志扶
攻坚一线涌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之一。
智”的方式，选派专人对周边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进行
该公司于 2004 年落户大坪乡下畈村，主营生产
技术培训，提供实习就业的机会，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
铜杆铜丝、电线电缆、电器配件线。公司党支部成立 “新动力”。
于 2017 年 11 月，现有党员 3 名，入党积极分子 2 名。
就业帮扶，润物细无声。该公司党支部着力解决
党支部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年
能参加适度劳动的残疾人就业问题。同时，设立专项
产 值 达 到 近 1 亿 元 ，成 为 企 业 发 展 壮 大 的“ 红 色 引
资金扶持，帮助扶贫对象解决突发困难。目前，公司现
擎”。
有员工 150 余人，其中贫困户 20 户，残疾人 50 余人，户
党建引领，脱贫“锦上添花”。该公司党支部积极
均增收 2 万元，有效解决了农村
“三留守”问题。

结对帮扶 点亮
“心灯”
冬日暖阳照在大坪乡农林村贫困户吴广云的脸
上，暖和和的。他拄着双拐领到过年工资走出大阳电
线电缆公司厂门，身后是后勤保障人员帮他推着购物
车，车里装满了爱心——公司发的过年物资，大米、食
用油、水果等。
“今年能过个好年了，进了家门口的厂，有吃的，有
拿的，荷包也鼓鼓的，每月能挣 2000 多元钱。”吴广云
做梦也没想到 36 岁又重度残疾的他，能在家门口找到
一份轻松的配线工作，从此解决母子俩长期靠吃低保
度日的难题。手里活了，吴广云今年最大的心愿是找
个女朋友结婚成家，告慰离别多年的父亲。
这是通城县党建引领促脱贫的一个典范。
要想脱贫快，全靠支部带。去年至今，通城县在
100 多家民营企业设立“党建引领促脱贫办公室”，通

产业支撑 活力迸发

贫困户在配线车间组装电子线。

1 月 20 日，笔者走进通城县五里
镇汉上村的漆包线加工车间，十几位
村民正在忙碌着。他们有的在操作生
产机器，有的在干手工活，不一会儿，
一箱箱漆包线就生产好了。
杜美珍是该村四组的村民，她说：
“村里的妇女接受手工技能培训不到
一个星期，就已经掌握了漆包线所有
的加工流程，大家都觉得易学易上手，
而且车间就建在村子里，非常方便，现
在她们也成了‘上班族’。村里办起了
凌亚电子厂，不仅解决了我的就业问
题，还可以把家里打理得很好，是一举
两得的好事。
”
像杜美珍这样，因为扶贫车间的
出现，生活发生改变的非贫困户和贫
困户在五里镇不在少数。他们每个月
能拿到稳定的收入，家里的活也没耽
误，这种改变让他们甚是欢喜。
近年来，通城县将产业扶贫作为
脱贫攻坚的战略性举措来抓，紧紧围
绕“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有致富门
路 ”的 工 作 思 路 ，按 照“ 公 司 + 合 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动扶贫
产业集中化、规范化经营，激活贫困
户脱贫的内生动力，促进贫困户增收
致富。

在该县的隽水镇、大坪乡等其他
乡镇则是把水产养殖、中药材种植、无
土蔬菜栽培等产业作为精准扶贫的主
攻方向。扶贫产业基地采取“公司+合
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扶持贫困
户家庭以土地、扶贫贷款入股参与分
红，贫困户劳动力通过劳动取得报酬，
帮助贫困户脱贫增收。
据湖北幕阜山天岳有机农业公司
无土栽培蔬菜基地管理员吴春霞介
绍，她这个基地每天都有贫困户到这
里来务工，按大工 120 元/天，小工 80
元/天计算，从去年到现在共付了二十
多万元的工资，为当地的老百姓增加
了不少的收入。
产业带动不仅给贫困户带来了致
富的希望，也大大激发了贫困户自我
发展的内生动力，部分贫困户在扶贫
产业基地或者扶贫车间务工的同时，
还通过发展生猪、野鸡等养殖，进一步
巩固和增加了经济收入，为脱贫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
目前，通城县通过发展扶贫产业
和贫困户的自身努力，全县共有 6.6 万
人 实 现 了 稳 定 脱 贫 ，26 个 村 整 体 出
列。如今，越来越多的贫困户们正依
靠自己的勤劳双手脱贫致富。

张亮甫夫妻在观察鸡生长情况。

生猪拱开脱贫路
特约记者

刘建平

1 月 24 日，
通城县隽水镇油坊村脱贫户龚祖林家忙
开了。一大早挂灯笼，
贴对联，
庆新年，
谢党恩，
贺脱贫。
今年 51 岁的龚祖林全家 4 口人，两个儿子在读高
中。2012 年，龚祖林患肝硬化，做了脾脏摘除手术，前
后花费医疗费近 20 万元，缺劳少力，生活十分贫困。
2013 年，他一家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各
项扶贫政策。

通讯员

吴涛

刚开始，要强的龚祖林夫妻俩，有些不安：我们享
受了这些好政策，岂不成了国家负担？头顶一个贫困
户的帽子，龚祖林夫妇总觉得矮人一点的。在村干部
和驻村工作组的不断解释下，他才接受。
如何早日摘掉“贫困帽”，让一家人走出生活困
境？龚祖林决定以发展养殖业为主。
2014 年，通过驻村工作组和村委会的帮助，他加

土鸡叫开致富门
特约记者

刘建平

“喔喔喔”冬日晨雾中，公鸡在坪头岭竹林中扑打
着翅膀。1 月 16 日，通城县塘湖镇贫困户张亮甫吹着
口哨将玉米和着细糠抛向鸡群，一千多只鸡吃得正欢。
张亮甫眼里充满希望：
一只鸡重的有五、六斤，
轻的
三、
四斤，
最低也能卖 100 多元一只，
今年脱贫没问题。
确诊患有肝衰竭前,通城县塘湖镇坪头岭农民张
亮甫一直在外打工,江西、湖南、广东……最远甚至到
过马来西亚。5 年前,一纸诊断使他不得不放弃工作，
因病致贫。
“在家待了两年，每月光药费就要四五百元，还要
供两个孩子读书，那时候生活确实比较苦。”张亮甫说，
“但苦等、苦熬不如苦干!”
2014 年，狮子村村委会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程序步
骤，将其一家纳入精准扶贫户。

通讯员

葛志远

2015 年，县审计局局长王战强与其结对帮扶，这样
一对
“穷亲”
，
使张亮甫一家发生了逆转。
考虑到张亮甫身体不是特别结实，不能出远门劳
动致富，王战强与扶贫工作组几经调研商榷，因户施
策，决定扶持张亮甫从养殖（养鸡）这条路上重新开始，
脱贫致富。于是，王战强开始帮其张罗养殖场的基础
设施事宜，协调相关矛盾纠纷，宣讲相关政策法规，帮
助联系去专业养殖场学习养鸡技术，给予 2 万元帮其买
鸡苗，并请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为其脱贫致富献计出力
捐资。
张亮甫也没有让审计干部失望，他奋发图强，起早
贪黑利用其屋后的自留山围起了鸡栏。
初期因为规模小，张亮甫一家的日子仍然过得紧
紧巴巴。那时,他每天都会骑一个多小时的三轮车去

入了村生猪养殖合作社，靠 4 万元扶贫贴息贷款起家，
购买了两头能繁母猪和 40 头仔猪。
他和妻子一起，起五更，睡半夜，苦钻养猪技术。
一年下来，出栏肥猪 40 头，存栏仔猪 46 条。
尝了到甜头的龚祖林，决心大干一场。近三年，每
年出栏肥猪 100 头，年纯收入 16 万元左右。2018 年，
他家出栏肥猪 200 头，纯收入 10 多万元，一举甩掉贫困
帽子，
踏上致富路。
2018 年秋，他拆除了瓦屋，一家人搬进了一幢两层
小洋楼，
成了全县脱贫致富的典型。
富了不忘乡亲。2019 年 1 月 1 日，脱贫户龚祖林
将养殖技术传授给本村贫困户，并赊销仔猪给 13 户贫
困户养殖，打算建一个生猪村，年出栏 1 万头生猪，带动
乡亲致富。

县城里推销自家的鸡肉、鸡蛋。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散养土鸡 700 余只，获利
3 万余元。夫妻俩牢牢抓住审计干部精准扶贫结对帮
扶政策机会，不断的向专业技术指导员取经，学习养殖
知识，
保持环境卫生，
管理服务到位，增强技术短板。
2017 年县审计局再次扶持他 1.5 万元，鼓励他大胆
干、务实行，当年养殖成品土鸡 1000 余只，再获利 5 万
余元。
2018 年，尝到甜头的张亮甫，信心满满地扩大规
模，流转了周边附近小山，建好各项基础设施，散养了
土鸡 1500 只，
可获利 7 万余元。
像一缕阳光划破了阴暗的天空，养鸡开启了张亮
甫一家美好的未来。张亮甫夫妇俩通过自己的辛劳与
汗水，拥有了自己的小产业，销路畅通，收入稳定，心情
舒畅，疾病也轻了，状态也好了，干劲也足了生活也富
了。如今，他正在谋划 2019 年把养鸡产业再扩大、再
巩固，并计划发展养猪产业，吸纳有劳动能力的村民一
起勤做事、做好事、奔小康，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甩掉贫
穷，实现共同富裕。

本报讯 通讯员黎星光报道：1 月 16 日，笔者从通城县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座谈会上获悉，该县纪委监
委为从严从实查找突出问题，广泛听取了来自党政机关、企
业、学校、医院等有关部门的 21 位参会代表就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
2018 年，全县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推进惩治
“两违”乱象、群众身边腐
败、工程招投标腐败、教育领域不正之风等“四大反腐工
程”，全年处置问题线索 660 件，立案 330 件，处分 360 人，
依法采取留置措施 19 人，移送司法机关 17 人，留置、移送
人数均居全省首位。
针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县纪委监委将认真梳理
汇总，研究制定整改落实措施，逐一进行整改落实，进一步
提升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提升工作质效。

通城“知心妈妈”情感驿站

温暖留守儿童
本报讯 通讯员张勇报道：连日来，
“冬暖行动”关爱留
守儿童活动在通城县 11 个乡镇全面开展，12 个“知心妈
妈”情感驿站用爱心温暖 200 名
“童心”
。
活动发起单位通城县“小红帽”志愿者协会于 2015 年
成立，发展会员 1000 余人。目前有“知心妈妈”关爱三留
守、
“残疾麻木车主”转岗就业和社区矫正“观护帮教”三个
公益特色板块。据统计，年累计服务时间达 8 万小时，年参
与志愿服务过 2.3 万人次，年受益人群 3 万余人。
该志愿者协会先后组织开展“200 名知心妈妈一对一
结对帮扶”
、
“暑假大家访”
、
“希望伴飞.我在孩子身边”
、
“关
爱留守儿童.冬暖行动”等系列活动，为贫困留守儿童送温
暖、献爱心，所捐赠的棉被、衣服、书籍等爱心物资共计
2500 余件，
超 30 万元。

通城二中

举办颁奖迎春晚会
本报讯 通讯员罗颖报道：元月 17 日晚，通城二中举
办 2018 年度
“三十佳”颁奖暨迎春晚会。
晚会在青年教师合唱歌曲《不忘初心》中拉开整场序
幕，舞蹈《大鱼》羽衣蹁跹，舞姿曼妙；音专生带来的美声四
重唱《乡音乡情》娓娓动听；
《爵士舞》、
《拉丁舞》激情四射，
动感十足；舞蹈剧《保卫黄河》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充分展示了二中师生丰富的校园
生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表达了二中全体师生喜迎新年的
美好心声。
迎春晚会开始前，学校还对 2018 年度最诚信、最友爱、
最孝心“三十佳”学生及文化艺术节、励志教育系列比赛中
的优秀个人和集体进行了表彰颁奖。

通城公安部门

打击非法采矿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黎星光报道：近期，通城县公安部门打
击取缔了几处非法洗沙场所。目前县公安局共立案非法采
矿案件 8 起，刑事拘留 28 人，逮捕 20 人，移送起诉 21 人，取
缔非法采砂点 11 处，捣毁采砂机械 16 台套，涉案金额 300
余万元。
2018 年 12 月中旬，通城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办理了
大坪乡坪山村非法采矿案。通过前期近半个月的侦查工
作，发现该村村民王某等五人，受利益驱使，合伙非法取土
洗沙牟利。该团伙涉案金额巨大，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 344 条之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数额巨大
的，构成非法采矿罪，因此公安局依法对其中 4 名骨干成员
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近年来，随着通城县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提速，建
筑市场对河沙的需求量大增。在暴利的驱动下，各类采沙
洗沙等非法采矿活动屡禁不止，不仅危害公共安全，也严重
破坏生态环境。非法挖山洗砂，不仅使矿产资源受损，破坏
生态环境，还毁坏了高速护栏，危害交通安全，并造成相当
恶劣的影响。对此，通城县公安局一直采取高压整治态势。

通城县规划执法局

强化渣土扬尘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黎赛明报道：为加强渣土扬尘管理，提
升城市形象，近日，通城县规划执法局组织专班对全县渣土
管理现状和扬尘污染起因进行调研。
该工作专班先后对康美大道康美健康城、旭红路幸福
里、黄龙路古龙湾等城区所有在建工地的过水池及冲洗设
施的运行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发现城区所有在建工地基
本上都设置了过水池，但绝大部分过水池不合格，工地也没
有对出入运输渣土车辆进行冲洗，过水池、冲洗设备没有发
挥真正作用。
同时，有些车辆为提高运输效率，在营运过程中存在不
覆盖、假覆盖、沿路抛洒、车轮带泥等问题，致使泥土被带入
城区，使得城区部分路面变脏。城区部分公路和部分在建
项目出入口没有硬化，也是产生渣土和粉尘，污染空气的重
要原因。
据了解，自该县启动实施环卫一体化市场化运营以来，
环卫作业机械化程度和环卫管理水平有很大提高，通过科
学管理和高效运营实现了城区环卫面貌的大改观和新变
化。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城区出现的渣土和粉尘问题仍是
城市管理工作的难点、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