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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一占地 4000 平方米的养猪场，排污设施不合格，且设暗管偷排，
影响周边村民生活，村民多次投诉无果。人们不禁要问——

养猪场为何建在禁养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新闻背景】
养猪场建在禁养区
近日，本报《党报问政》栏目接到
村民反映，位于浮山街道办事处白鹤
村九组和汀泗桥镇程益桥村十三组交
界处，有一个占地 4000 平方米的养猪
场——咸安伟欣畜禽养殖场，产生的
部分粪污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造成环
境污染，
影响了下游村民的正常生活。
村民反映，每年夏天，养殖场周边
恶臭难闻，蚊蝇乱飞，遇到刮风天气，
扑面而来的臭气让他们不敢开窗，而
一到雨天，污水或流进农田，或顺沟渠
经浮山河，最终进入淦河。他们向有
关部门多次反映过养猪场污染一事，
但问题一直未解决。
村民质疑，白鹤村属于禁养区，为
何会出现这个养殖场？养殖场排污设
施是否合格，会不会对水质有影响？

【记者调查】
养猪场设暗管偷排
6 月 24 日下午，记者来到浮山街
道办事处白鹤村九组，放眼望去，一片
葱绿的景象令人心旷神怡。但靠近农
田地段能闻到一股异味，农田里残留
有粪污，农田旁边的一条沟渠水质昏
暗，散发出阵阵异味。
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看到农田
上游一处约 400 平方米的塘堰内全是
发黑的污水。不远处有一个水塘，紧
邻的便是村民投诉的养猪场。
记者看到，进入养猪场的水泥路
路口被手臂粗的树木挡住。该养猪场
的负责人刘某介绍，她和丈夫于 2013
年底开始养猪，规模逐渐扩大，截至目
前有近 2000 头猪。
刘某坦言，养猪场确实存在一定
的环境污染，这两年她投入了数十万

魏明

元修建排污处理设施，去年在环保部
门和畜牧部门的指导下，扩建了一个
粪污发酵棚，而且还建有 2 个沼气池、5
个沉淀池，目前没有污染。
对于刘某的说法，村民们并不认
同：既然已经对污水进行了处理，为何
还要偷偷排污？
记者从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分
局核实了解到，5 月 21 日，该局执法人
员通过实地调查，
发现该养猪场用暗管
偷排未经处理的粪污，
且防治排污设施
不合格，执法人员现场拆掉了暗管，并
依法对刘某的违法排污行为予以罚款 2
万元，
同时责令刘某限期整改。
【部门回复】
养猪场本月底搬迁
禁养区为何建有养猪场？咸安浮
山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解释称，
该处
去年才被划为禁养区，
而关于伟欣养猪
场污染问题，
目前上级指示由咸安农业
农村局、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分局和
咸安汀泗桥镇政府负责处理解决。
咸安区农业农村局林总工程师介
绍，他们曾指导督促该养殖场修建了
粪污处理发酵棚，后来发现养殖场负

责人刘某为了节省开支，发酵棚没有
完全投入使用，才导致现在的污染问
题。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协助配合生
态环境局督促该养殖场尽快清除存栏
猪。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分局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局执法人员多次
到养猪场调查取证，发现该养猪场面
积有 4000 平方米，虽然建有一个 300
平方米的发酵棚，但无法满足近 2000
头猪的粪污处理。执法人员依法下达
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可刘
某未改正。
为了尽快解决该问题，6 月 13 日，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分局向咸宁温
氏畜牧有限公司（该公司与伟欣养殖
场是合作关系）发函，要求该公司履行
环保责任，3 日内清除存栏猪，消除对
环境的污染。但由于养殖场的存栏猪
数量太多，加上刘某丈夫心脏动手术，
清除存栏猪被耽搁了。
6 月 25 日上午，咸宁市生态环境
局咸安分局执法人员再次来到伟欣养
殖场，刘某表示她会配合尽快搬迁，咸
宁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也表
态，最晚在本月底前实施搬迁。

提升派驻（出）机构监督力
本 报 讯 记 者 朱 哲、通 讯
督，探索建立完善廉政档案、廉
员李军毅、费亮报道：27 日，市
洁家访、廉政谈话和廉政讲座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
等形式，
开展好廉政提醒教育。
理主任朱庆刚，到驻市委办纪
朱庆刚强调，要在能力素
检监察组等 6 家派驻（出）机构
质 建 设 上 勇 于 担 当 ，在“ 学 ”
调研，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派驻 “会”
“ 敢”字上下功夫，提高纪
（出）机构监督力。
律、法律专业素养，在实干中提
朱庆刚指出，要在职责职
升履职能力，关键时刻敢于担
能上更加聚焦。要围绕“三定
当、善作善成。要在工作机制
方案”确定的工作职责，结合联
上加强规范化。细化派驻（出）
系单位实际细化监督清单，做
机构内部工作职责、流程，加强
好线索初核，参与审查调查，实
规范化建设和工作日志、工作
现监督监察全覆盖。要在方式
台账管理，推动纪检监察内网
方法上注重日常监督，充分发
和信息化建设，加强对联系单
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
位机关纪委的工作指导，延伸
要善于发现问题，加强日常监
监督触角。

市领导在咸安泉山口村调研时要求

严守底线抓重点 因地制宜稳脱贫
本 报 讯 记 者 阮 泽 华、实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通过兴办
习生罗欢欢报道:27 日，市委常
企业、发展合作社等形式壮大
委、宣传部部长闫英姿到扶贫
村集体经济；要结合农户实际
联系点咸安区大幕乡泉山口村
和本地资源优势，发展效益好、
调研督办精准扶贫工作。
增收稳的项目，确保农户脱贫
座谈会上，闫英姿就精准
后能持续增加收入；要加强村
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及当前面临 “两委”班子能力建设，充分调
的困难、下一步的打算，现场听
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要规划
取了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工作
先行，统筹推进，提高扶贫措施
队和大幕乡的工作情况汇报。
的有效性、精准性。
闫英姿指出，要切实担负
活动当天，市委宣传部联
责任，严守底线，做好重点对象
合市中心医院开展“三下乡”活
的帮扶工作；要深入群众，带着
动。市中心医院组织心胸科、
责任和感情进村入户，精准掌
普外科、妇科等多个科室为泉
握贫困户家庭情况。
山口村村民义诊，发放感冒药、
闫英姿要求，要因地制宜，
降压药、抗生素等常规药品。

我市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推进会要求

增殖放流
改善水生态

紧盯目标任务 抓好重点攻坚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欢报
道：27 日，我市召开长江大保护
十大标志性战役及保护修复攻
坚战推进会，传达省、市长江大
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会议精
神，安排部署咸宁市长江大保
护十大标志性战役相关工作。
副市长谭海华出席会议。
谭海华指出，我市是长江
中游的重要节点城市，全市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责任重
大，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对此
要有清醒认识。
谭海华要求，要准确把握
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的

26 日，市农业农村局在淦河同心
桥河畔举行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当天，增殖放流活动在淦河、西凉
湖 2 个放流点开展，共投放鲢、鳙、草
鱼、黄颡鱼、
鳜鱼等品种 580 万尾。
据介绍，自 2006 年开展增殖放流
以来，我市共投入资金 5000 余万元，放
流各类鱼苗、螺蛳、贝类近 10 亿尾，逐
步实现了渔业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修
复共赢的局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邓文君 摄

市领导调研市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改革工作要求

夏正锋

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果匠小镇

嘉鱼积极应对强降雨

采摘人气旺 村民幸福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25 日，记者走进通山县大路乡新
桥冯村果匠小镇，映入眼帘的便是一
座精致而朴素的木屋，木屋前的展台
上摆满了当季水果，供游客品尝购买；
不远处，数十名游客提着刚采摘的蓝
莓有说有笑。
跟随人群漫步在园区蜿蜒的沥青
路上，路旁鲜花绽放，空气中弥漫着芳
香，放眼望去，成片成片的果林郁郁葱
葱，微风拂过，神清气爽。
蓝莓园门口，果匠小镇负责人黄
树民正忙着给即将入园的游客分发入
园证。他告诉记者，自园内水果成熟
以来，游客不断，其中不少是回头客。
上午就有一个由老顾客自发组织、新
老顾客共同参与的百人采摘团光顾。

宋文虎

“果匠小镇不仅是个采摘园，更是
一个风景区。体验采摘乐趣后，还能
慢慢欣赏园内美景，不虚此行！”来自
崇阳的甘明望正带着孩子采摘蓝莓，
他直夸这里规模大，风景优美。
据 介 绍 ，果 匠 小 镇 总 规 划 面 积
3000 亩，主要种植杨梅、葡萄、草莓、猕
猴桃、蓝莓等 18 种优质水果，总投资
4000 余万元，目前已让 1900 亩荒山荒
地披上了绿衣裳，对 118 亩天然林和
110 亩松树林进行了垦复维护，既保护
百年老树等原有林业资源，又美化村
庄环境。
在采摘园内，记者发现了一位没
有入园证的“采摘者”。
“ 我是在这边务
工的，今天过来帮帮忙。”村民夏杏卷

通讯员

奋力开展排涝防渍工作

徐世聪 何赛丽

告诉记者，她是村里的贫困户，丈夫患
有咽喉癌，医药费昂贵，自己又无稳定
收入，生活困难。她在果园务工每个
月 收 入 2500 元 左 右 ，还 能 照 顾 到 家
里。如今脱贫了，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村民除了务工赚钱，也能通过流
转土地获得分红。”黄树民说，为了保
障当地村民权益，果匠小镇采用了“村
委会+公司+基地+农户”的“4+”联营
模式帮扶贫困户，为当地村民提供就

业岗位，让他们增收脱贫。同时村民
还可将荒地进行流转，成为基地的股
东，收获土地租金。
目前，果匠小镇已帮扶特困户 20
户，带动 90 户贫困户成功脱贫，在项目
进入成熟期后，农民还可从公司获得
净利润 10%至 15%的分红。
如今，果匠小镇越来越美了，采摘
的人越来越多了，村民的生活也越来
越幸福了。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初心不改 使命铭记
—— 84 岁老党员张向温的本色人生

张老的心里，几乎没有自己，他最
关心的就是国家大事，新闻联播是他
每天必看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位初心
不变的老党员，30 多年节衣缩食，无私
向社会捐献，累计捐赠了十几万元到
灾区、到困难群众的手中，将绵绵爱心
撒向人间。
衣服袖口烂了，还在穿；杯子都生
锈了，还在用。
“ 有人背后笑我是一个
大傻瓜，说我脑子有问题，把自己的钱
捐给别人。”老人说。但在他看来，丰
衣美食不重要，只要能帮到需要帮助
的人，
哪怕一点点也是乐意的。
“我是幸运的，全连就我一个人活
了下来，我要为社会多作奉献。”
“ 好日
子是共产党给的，咱不能忘恩，要报答
共产党。
”
讲起这些，
这位 84 岁的老人声
音颤抖，
泪水溢满了眼眶。
（通讯员 咸组轩）

要为国家多做好事，不能忘记党
的恩情
84 年前的春天，张向温出生在河
南内乡县的一个贫苦家庭，寒冷与饥
饿是旧时唯一的记忆。直到中国共产
党解放了全中国，他家才第一次有了
自己的土地和房屋。
1951 年，年仅 16 岁的张向温就参
加 了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并 在 第 50 军
150 师 48 团 2 营机炮连担任通讯员。
一天，美军突然对他们连坚守的朝鲜
安东县某山头阵地发动攻击，敌机先

后四次轮番向阵地狂轰滥炸，全连将
士奋起反击，经过两昼夜激战，在坚守
住阵地的同时，最终击落敌机 1 架。在
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全连唯有他在战
争中幸存下来。
1984 年，张向温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脱下绿军装回到地方 ，在蒲圻县
（现赤壁市）碳素制品厂工作。在新的
工作岗位上，张向温退伍不褪色，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暗下决心：
“ 当兵
没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活着就要为国
家多做好事，不能忘记党的恩情。
”
一张张清单回执，记载了老战士
的情怀
1986年，
蒲圻县计划修建烈士陵园，
张向温当时每月工资只有 70 多元，
他把

本 报 讯 记 者 谭 昌 强、通
讯员聂夏云报道：连日来，在嘉
鱼县簰洲湾镇，各大泵站日夜
不停，
正加紧排涝。
刚刚过去的第二轮梅雨季
强降雨，
嘉鱼共有4728公顷农作
物受灾，
其中簰洲湾镇灾情最为
严重，
总受灾面积 3 万余亩，
部分
地势低洼处积水约有 40 厘米。
为尽快排除积水，
将农业损失降
到最低，该镇共启动 39 台排水
泵，
每天24小时满负荷运转。目
前该镇内涝积水已逐步消退。
在高铁岭镇接里湖畔，为

应对新一轮降雨，防止湖区水
位上涨影响周边农田，该镇水
利管理站正组织人员、机械赶
制沙袋，计划在湖边修筑一条
1700 米长的子堤，
月底前完工。
据介绍，接下来该县将加
强查险除险，加强科学调度，加
强人防物防技防，
加强应急管理
和预案演练，扎实把工作做细、
做实，
一心一意谋划好长江干堤
防汛工作，
千方百计确保簰洲湾
安全度汛，尽心尽力抓好内湖
围堤和民堤民垸防守，奋力夺
取今年防汛抗灾全面胜利。

来自一线的蹲点见闻
灾，只要得知需要帮助，他就会奉献自
己的一份爱心。

尽管自己收入微薄，但怀着对国
家、对社会的感恩之心，几十年来坚持
捐款捐物，累计金额达 10 余万元，他就
是革命老兵张向温。

薄弱环节。目前，我市水体水
质、长江岸线、养殖污染、面源
控制、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整治
有待加强。
谭海华强调，要抓好重点
攻坚，紧盯目标任务。各战役
指挥部、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力
度、加快进度，对相关工作任务
进行一次大排查、大梳理、大研
判。要明确主体责任，抓好统
筹联动，确保从严考核，强化宣
传引导，坚定不移打好十大标
志性战役，为全省长江大保护
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280 元钱全部捐了
出去。从此，
他持续不断地向灾区、
贫困
地区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捐款、
捐物。
1995 年，他从电视上看到西部地
区许多贫困学子无钱上学，便给国家
教委汇寄捐款 3000 元。
1996 年，他拿出多年积蓄，给三峡
工程指挥部汇出 3000 元捐款。
1998 年，长江中游地区遭受百年
未遇的大洪灾，他顶着 7 月的烈日，拄
着拐棍，找到赤壁市防汛抗灾指挥部，
将 3000 元人民币捐献给灾区。
2008 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他把平时积攒的 3000 元钱捐给了灾
区，随后又陆续加捐了 4000 元。
江苏盐城的龙卷风、天津的爆炸
事故、山东的厂房坍塌、长江的轮船遇

不忘入党誓言，点滴善举传爱心

咸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19 年 6 月 27 日咸宁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任命：
赵志刚为咸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
员；
熊魁为咸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免去：
张道才的咸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
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96568

服务热线：

天气预报：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28 日受西南气流影响，阵雨；
29 日受中低层切变线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
28 日：
阵雨，偏南风 1～2 级，25～34℃；
29 日：
大到暴雨，偏南风 1～2 级，24～28℃；
30 日：
小到中雨转阴天，偏北风 1～2 级，2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