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通山县再获一块国家级金
字招牌：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山在城
中，城在林中；松茂竹翠，曲径通幽。拾
阶而上，一步一景。俯瞰通羊河，玉带绕
城，波光粼粼。沿河栈道，亭台楼阁，树
木翠竹，移步换景，美不胜收。到通山乡
镇游玩，也是一路风光不断。来通山的
游客都纷纷赞不绝口，乐而忘返。凤池
社区一位健身的王姓老人说：“现在的山
城变美变靓了，市民的获得感、舒适感、
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了。”这一切，与近年
来通山致力于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的创建
有很大关系。近日，记者到通山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采访，了解到该局用“六大”
举措扮靓美丽宜居通山的好作法。

大摸底 “我们的居住环境好不

好，老百姓说了算。”通山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副局长冯小斌告诉记者，该局早在
去年4、5月份就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全
县的居住环境的意见，对全县进行大“体
检”大梳理。听取“两代表一委员”的意
见，听取专家组的意见，还派专职人员深
入城区迎宾、新城、古塔、洋都、马槽桥、
凤池、双泉、南门桥8个社区进行调查，
了解到诸如设施投入、出行、停车、如厕、
上学、就医、运动、绿化等方面的问题。
找准短板，采取谋划一批、改造一批、建
设一批的近期、中期、长期整治方案。

大规划 去年元月15日，湖北省

城市规划设计院中标，作为制作通山总
规划的牵头单位，3月11日签订了总规
划编制合同。到12月份，完成《通山县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

“一张图”、“双评价”、“双评估”、三条控
制线划定的初步成果和部份专题研究，
还制定了《通山县自然生态公园城市专
项规划（2020-2035）》。其次是完成了
《通山县全域村庄布局规划》。全县187
个行政村，需要编制规划的村庄 168
个。其中集聚提升类86个、城郊融合
类32个、特色保护类14个、撤并搬迁类
2个、其他类型38个。去年完成村庄规
划48个，其中完成大竹、界水岭、畈中、
南林、硚口、遂庄、泉港、中通、石门9个
示范村，南林、洪港、大畈等39个整治
村。

大建设 大力改善城区综合交通、

106国道、幕阜山旅游公路、九宫山旅游
线路、南岸公路等城市道路，进行提档升
级。高标准塑造城乡风貌。通过对中心
城区主要街道沿街和九宫山旅游沿线建
筑立面外墙装饰改造、店招店牌改造、人
行道铺装、绿化整治、环卫设施改造、灯
箱广告改造、供排水管网改造、路面黑化

等方面进行整治，促使街道立面、天际线
和环境完美协调，彰显鄂南民居特色。

在九宫山镇，进行了城区人居环境
的整治，比如拓宽马路，人车分流，完善
交通组织（增设垃圾箱、停车位、路灯
等），改变徽派古建，恢复通山原有历史
民居鄂南建筑风貌。在南林桥镇，进行
了人居活动、建筑特色、功能使用相结合
的城镇改造。新城大桥、通羊河“一河两
岸”、凤池山森林公园、科奥产业园供水
供电设施等一批群众和企业热切期盼的
事项提档升级。

结合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和既有建
筑拆除工作，逐步退出公共建筑，严格控
制一河两岸建设，从建设广场、新增社区
公园和公共停车场三个方面进行规划统
筹，主动还空间于市民，大力拓展旧城区
公共空间。如实验小学通过棚户区改造
改善了校园环境和周边组织，拟增加人
行天桥。邀请知名设计院拿出西站路
口、一中和实验小学门口交通组织改造
方案，解决交通拥堵及安全出行问题，建
成后将大大改善社区人文景观。

科学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为居民创
造干净、舒适、方便的购物环境。同时为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完善既有住宅使用
功能，提高宜居水平，方便居民生活。如
上焦市场杂乱无章，整改后大变样。滨
河苑，增添卫生室、充电桩和公共文化场
所。还改造了造纸厂小区、民营小区、水
榭天品小区等。

加大文明社区建设。社区文化建设
以面向社区、服务群众为宗旨，增强社区
居民身体素质，改善居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质量，提高社区综合文明程度，提升
公共服务能力，突出“共同缔造”理念。
通山县城区和各乡镇要充分发挥辖区各

类党组织和社会组织资源优势，县城区
以社区为单位，大力打造便民服务、健康
医养、日间照料、文体活动等社区服务平
台。比如自然生态公园式文明社区隆鼎
丽都即是。自然生态公园美丽乡村通羊
镇港口村、南林石门村即是。通过自然
生态公园建设促推了文旅产业，如龙隐
山旅游度假区。

大力实施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分步
建设一批地下综合管沟，有效避免“马路
拉链”“空中蜘蛛网”现象，逐步完善城市
地下“生命线”。比如从县政府到人民医
院的管廊建设试点。

大修复 拓宽延伸通羊河生态廊

道建设。如从石油大桥到二小对面的廊
道建设。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总体要求，本着保护和修复环境的
原则，进行消落带生态修复、自然岸线恢
复、环境治理、污染治理、棚户区改造、亲
水步道和骑行绿道建设，打造集生态防
洪、健康运动、文化展示、休闲游憩为一
体的生态滨河绿楔，打通县城区内河水
系，努力建造“山、水、林、田、湖”生态全
要素的自然地理大格局。

大力实施山体生态修复。实施城市
山体生态修复，根据尊重“自然规律，保
护优先”的原则，因地制宜，保留现有的
山体、沟壑、斜坡、水域等地貌，形成高差
有别、错落有致、自然协调的特色景观。
比如富有大桥对面、大畈下杨村的生态
修复。洪港镇郭源村的矿山生态修复，
已成综合性小游园，生态广场、水果基
地、助力乡村振兴相结合，其修复效果已
通过省市验收。

大力实施水体生态修复。为进一步
恢复水体生态，实施河岸两侧的生态修
复，通过水体生态修复恢复了水生态环

境，改善了水生态系统功能，进一步保护
生物多样性，拓展亲水空间。该县正在
有序推进通羊镇石宕河、大路乡石壁下
河和吴田河整治立项招投标工作，全面
实施生态修复。

大保护 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建设

已纳入通山县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已上
升到国家级顶层设计管理。通山县村庄
规划到2021年底将实现全覆盖。自然
生态公园城市要素已列入土地出让和城
市建设必须的条件。在各乡镇政府已成
立了自然资源和规划综合执法大队，保
护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建设的合法性进
行。

大生态 全域创建自然生态公园

城市，打造“山在城中、城在林中、水绕城
转、人在画中”的大美画卷。拓宽生态优
势与经济优势的转化通道，积极探索建
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变生态要素
为生产要素，既提升绿水青山“颜值”，又
实现金山银山“价值”。这是咸宁市第五
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中关于抓住生态基础优势，打造美丽中
国“咸宁样板”中的一段话。

通山正是这样做的。“生态宜居”已
成为通山发展新气象新画卷。采访中通
山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谢
正确娓娓道来。五年来，通山始终着力
建城市、美乡村，努力打造更加美丽宜居
的共同家园。投入城市建设资金41.75
亿元，实施城建项目56个，改造城区主
次干道24条，延伸雨污、供水、天然气管
网258.6公里，城区燃气普及率98%，绿
化覆盖率38.8%。

改造棚户区 3235 套、农村危房
5007户，6万人实现安全住房有保障。
库区移民避险解困引农进城 3842 户
14276人，城镇化率达60.1%，提高18.7
个百分点。数字城管高效运营，城市管
理提档升级，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100%。完成交通建设投资28.95亿
元，通车公路总里程3324.3公里，全面实
现通乡二级公路黑色化、通村公路硬
化。完成危桥改造近百余座，建设公路
安全生命防护“455”工程1100公里，大
畈创建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板
富线获评全市“十大最美农村路”。

板桥、石门获评全国文明村，宝石入
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西坑、中港入选中
国美丽宜居村庄，西泉等11个村入选中
国传统村落，程许等8个村入选国家森
林乡村，54个村入选全省绿色示范乡
村，3个村入选全省历史文化名村。

让生活更美好
——通山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创建纪实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徐大发 通讯员 阮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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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退役军人志愿队

积极服务地方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徐帅、张长征、阮拥军、张玉琴报

道：1月8日，通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退役军人志愿
服务队授旗仪式，为志愿服务队授队旗并颁发聘书。

仪式上，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徐赐建
向立志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退役军人志愿者们表示了
崇高的敬意，并就新形势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如何更
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实践党的宗旨、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期许。

据悉，自通山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已
相继开展了“疫情防控”“我为人民献热血”“接力助考、
爱心护送”和“扶贫消费、爱心采摘”等诸多志愿服务活
动。退役军人们充分发挥退伍不褪色、无私奉献的英雄
本质，一马当先，积极投身于该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领导的充分肯定，受到了
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随着农业、养殖业、村集体经济的快
速发展，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
日产垃圾数量持续递增，垃圾管理工作却
相对滞后，垃圾不能及时清理，导致美丽
乡村大打折扣。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通山县政协委员
张帆、覃秋菊提交了“关于加强农村垃圾
清运和处理工作落实力度”的提案。

2020年12月30日，笔者走进厦铺镇
桥口村，沿途风景秀丽，村、湾卫生整洁，
家家户户门口摆放了垃圾桶，门前屋后整
洁有序，保洁员正在村庄内打扫卫生。

厦铺镇桥口村村民周红丹告诉笔者：
“垃圾随时扫好随时装到桶里，提到这里
倒就好了。上面安排人几天就来清一回，
就是这么方便。”

据悉，厦铺镇桥口村聘请了保洁员，

各家各户还按户缴纳保洁费，村里还号召
当地乡贤捐款，用于垃圾治理。现在公路
沿线各处垃圾每天都要收集两三次，每天
大清早起来村民就会看到有工作人员准
时清理转运垃圾池中的垃圾。

厦铺镇桥口村副主任徐林介绍：“我
们村的老百姓环保意识非常强，垃圾桶也
非常多，老百姓把垃圾全部归桶归类，房
前屋后都打扫得非常干净，转运也非常及
时。”

为加大农村垃圾治理力度，通山县加
大市场化运作，引进北京中科华宝有限公
司全程处理垃圾清运工作，保证每个乡镇
不低于2台清运车辆，按照定人、定车、定
时、定点的清运模式，做到垃圾“日产日
清、随产随清”；同时，要求垃圾运输车辆
采取全程密闭、防臭微扩散、抛洒方地漏，

经过压缩后统一运至垃圾处理场无害化
处理。

中科华宝股份有限公司通山分公司
经理谢耿介绍，我们有36台车，基本保证
每个乡镇有两三台车清运，每台车指定专
门的司机和司助专门负责各自的区域，保障
主要的村庄清运周期不低于三天，对偏远村
庄保持紧密联系，确保垃圾能及时清运。

同时，该县住建局在接到“关于加强
农村垃圾清运和处理工作落实力度”的提
案后，高度重视，向农村生活垃圾问题亮
剑，围绕“扫干净、转运走、处理好、保持
住”四个环节，建立健全城乡垃圾治理长
效机制，全力做好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不断改善城乡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

县住建局村镇建设管理股负责人陈
雄辉告诉笔者，我们加大了对第三方公司

的考核力度，采取四定原则，对所有的农
村生活垃圾堆放点进行一个包保式的管
理，根据考核结果，作为付费结算的重要
依据，从这几个方面加大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运行管理工作。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
坚持这个考核力度，加强管理手段，确保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能够做得更好 。

据统计，3年来，该县共发放垃圾桶
10000余个，新建成乡镇垃圾中转站10
座，取缔敞口垃圾池1256个，新建垃圾堆
放点3194个；同时，按照每个村5-10名
的标准，投资1080万元，设立乡村保洁
员、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员等公益性岗
位1500个，实现了全县187个村湾保洁
全覆盖，让农村垃圾有“家”可回，让农村
干净美丽整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

大畈镇

抓好“双防”保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郑梦溪报道：“防腐防疫记

心间，‘四不规定’莫忘记……”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通山
县大畈镇向全镇党员干部发出防腐防疫警示短信，并将
《四不准规定》印发张贴在各家农户门口，确保节日安全。

如何抓好节日期间的反腐倡廉和疫情防控工作？
该镇把防腐防疫有机结合起来，针对春节办喜事和集会
多的实际情况，迅速制定出台《四不准规定》。“四不准”，
即在春节期间不准送礼、不准串门、不准集会、不准团
拜，要求全镇党员干部严守“四不准”规定，看好自家门，
管好身边人，当好“双防”示范。

为了强化防腐防疫责任意识，该镇还在全镇党员干
部中开展“廉政过节保安全、反腐防疫我承诺”活动，并
由镇党委与各村（居）“两委”班子成员，镇直机关单位负
责人和村支委与党员签订《防腐防疫保安全》承诺书。
镇纪委成立巡察组，在“双节”期间，每天深入到各村
（居）、机关单位进行明查暗访，对全镇党员干部在“双节”
期间违反“双防”《四不准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督，坚决做到
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严格问责一起、及时通报一起，
确保“双节双防”不发生一起违反《四不规定》的行为。

县农业农村局

开展种植技术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施仕寨报道：为扎实推进高素质农

民培育工作，提升农民整体水平，培育一批爱农业、懂技
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1月11日，县农业农村局开展
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活动，来自全县各乡镇中药材种植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种植大户100多人参加了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时间将持续半个月，集中理论学习
八天，培训开设的课程有农民素质提升、土肥水管理、中
药材高效栽培、农产品市场营销、农村法律法规等，培训
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参观调研集于一体，具有很强
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中药材种植培训开设得很及
时，课程安排很合理，有效提高了大家的专业技能水平，
强化了对中药材新技术和市场开拓能力，解决了大家在
中药材种植方面的燃眉之急。大家一定抓住机会，上课
认真听讲，做好学习笔记，提高自身素质，提升中药材种
植管理技术，做一名优秀的高素质农民。

咸九高速湖北段

纳入全省重点建设项目
本报讯 通讯员王贤波报道：1月9日，笔者从通山

县召开的咸宁（通山）至九江（武宁）高速公路建设动员
大会上获悉，1月8日，通山至武宁高速正式获得省发改
委批复，纳入全省重点项目建设。

据悉，咸九高速公路即通山至武宁高速湖北段起于
县南林桥镇南林桥枢纽互通立交，接已建成的咸通高速
公路和G56杭瑞高速公路通山段，经杨芳林乡、厦铺镇、
闯王镇、九管会，止于九宫山二号隧道与通武高速公路江
西段相接，路线全长约46.7公里。该项目采用四车道高
速公路建设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6米。全线设置南林桥互通、厦铺互通、九宫山互通等3
处互通立交，估算总造价超百亿元，建设期为48个月。

目前，项目公司已进驻通山，湖北长江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
司都已进场，场站建设基本完成，正在进行便道施工，部
分工点已开始施工，即将全线开工。

近日，燕厦乡政府联合省富水水库管理局、县富水
湖管委会及县水利和湖泊局开展联合执法，对燕厦乡金
坑村富水湖旁一栋违建房屋进行依法拆除。

据悉，此次拆违行动的圆满完成标志着全市91个河湖
“四乱”问题已完成全部整改销号，确保了全市“全面推行河
湖库长制”省考目标考核结硬账工作。通讯员 徐涵 摄

通山让农村垃圾有“家”可回

加强农村垃圾处理 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通讯员 程思 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