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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进一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推动村规民
约落实,破除陈规陋
习，树立乡村治理新
风，8 月 21 日,陈贵镇
在陈贵村组织村干
部、党员、村民代表共
计50余人开展村规民
约教育实践活动。

（通讯员费琦琪）

本 报 讯（记 者 殷 珂 通 讯
员 余锦杰）“天灾无情人有情，涌
泉相助一家亲。”19日上午，金牛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兵将一面
锦旗，送到咸宁市咸安区双溪桥
镇党委书记刘志广手上，感谢该
镇对金牛抗旱工作的鼎力相助。

连日来，受高温晴热少雨天
气影响，金牛镇胜桥、西畈两个片
区农作物出现灌溉用水紧张。为
保障农业生产用水，该镇从毛铺
水库引入水源进行灌溉，但仍无
法满足整个片区抗旱需求。

“我们通过水源情况摸底，发
现金牛镇与王英水库连接的阳武
干渠一支渠水源可以到达金牛胜
桥、西畈两个片区。于是，我们积
极与双溪桥镇协商引水事宜。”张
兵介绍，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迅速开展疏通渠道行动。

据了解，阳武干渠一支渠全长
5.7公里，途经双溪桥镇浮桥村、汤
垴村、杨仁村，以及金牛镇秦畈、泉
波、小泉、西畈、沈畈、祝铺等村，可
以解决周边行政村2.3万亩农田灌
溉用水问题。由于历史原因，部分
渠道堵塞，已有10余年没通水。

“我们和金牛镇两地相邻，一

衣带水，抗旱救灾工作是关乎民
生的大事、要事。”双溪桥镇党委
委员、副镇长徐俊介绍，经双方协
商，从8月13日开始，双方组织沿
途村庄的人员和机械，对境内水
渠予以疏通清理。目前，阳武干
渠一支渠基本畅通，保障了金牛
镇相关村落的农田灌溉。

“我今年种了一千多亩水稻，
毛铺水库引来了两次水，但高温
干旱，水又干了。现在阳武干渠
的水过来了，我的水稻有救了。”
在秦畈村，种粮大户秦荣华指着
源源不断的水流高兴地说。

为积极应对持续的高温晴热
天气，近段时间以来，金牛镇采取
有效措施，加大人力、物力投入，
检修维护抗旱设施设备，疏通养
护水渠，科学调配水源，满足农业
生产用水需求。截至目前，该镇
投入150万余元购买水泵96台，
并对全镇100余座泵站进行全面
检修、维护，持续为种植户提供农
田用水，缓解全镇农业旱情。

下一步，该镇将加强农业设施
设备的维护，组织人员畅通渠道，
摸排全镇农业用水情况，科学调配
农业用水，确保全镇农业丰收。

金牛双溪桥两地联动

疏通阳武支渠为农田“解渴”

本报讯（记者 殷珂 冯东斌 见
习记者 宋竞雄 陈成 通讯员 柯
珂 尹国才）“我们项目已经投资
4000万元，因破碎系统影响环评，
目前进退两难。”“我们项目已经
完成土地摘牌和‘五证同发’，但
是一进场施工就被村民阻挠。”

“市政府去年已经有会议纪要指
出，要为我们项目配套生产所需
石料，希望尽快支持解决……”

19日下午，大冶召开第十二
期亲商政企“午茶会”，各项目业
主在感谢各级政府积极支持的同
时，大倒苦水，期盼政府部门尽快
搬走影响项目建设的“绊脚石”。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
今年以来，大冶以“八大行动”为

抓手，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
事”改革，通过举办“政务服务一
窗通办”“无承诺兑现”“午茶会”

“电视问政”等形式，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同
时，积极落实中央和省政府帮扶
中小企业纾困解难的系列政策，
出台了《大冶市中小微企业培育
成长工程三年行动方案(2022 至
2024 年)》《大冶市2022年科技创
新行动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集
聚优秀人才支持重点产业链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等政策，
全面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
力。最新公布的2022年全国百
强县市榜单中，大冶综合排名较
去年提升12位，成为全国进位最

多的百强县。
“环保部门邀请专家，上门分

析和诊断生产流程，想方设法优
化生产工艺，不能让企业家投资

‘打水漂’。”“你们明天就进场施
工，有任何问题，可以立即与我联
系，我到现场督办。”“会后，请资
规局与光谷东投资公司沟通，如
何尽快落实市政府会议纪要，支
持企业尽早投产……”会上，政府
相关部门就项目业主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现场表态。

到目前，大冶前十一期“午茶
会”共收到79家企业有关企业融
资、招工用工、执法监管、配套设
施建设等问题125个，已解决落实
115个，正在落实10个，有效解决

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确保了项目建设快速推进，企
业安心生产经营。

“举办‘午茶会’，就是要广开
言路、集思广益，以优化营商环境
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全力为企
业发展解除后顾之忧。”大冶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姜
鹏表示，各部门单位、各乡镇街道
要说到做到，不论是往届政府的
承诺，还是本届政府的承诺，都必
须持之以恒加以落实；要以市场
评价、企业感受、群众满意为标
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在
政务服务提质、政策兑现提速、要
素保障提效等方面下功夫，以“全
生命周期”服务理念，全力当好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随叫随
到，不叫不到，说到做到，服务周
到”的“店小二”，扎实开展好“下
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
践活动，切实把工作做到企业的
心坎上，推动项目加快建设、企业
更好发展。

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市
场主体最有发言权。姜鹏表示，大
冶市将继续创造条件，让企业家为
大冶的营商环境“揭短”“挑刺”，让
企业家可以放心大胆地举报要各
类“不作为、乱作为”“吃、拿、卡、
要”等行为，及时向市主管部门反
映该兑现的政策不兑现、该告知的
不告知等现象，努力打造稳定、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殷珂 冯东斌 见
习记者 宋竞雄 通讯员 卫瀚）“照这
样下去，这个月底的积分差不多够
换一袋洗衣粉了！”8月22日，大箕
铺镇方至畈村方至畈湾村民希娟一
边说，一边麻利地把垃圾干湿分类
好，连同之前打包整理好的西瓜皮、
酱油瓶等，分别放进家门口前边不
远处相应类别的垃圾桶里。

近年来，方至畈村积极开展村
庄整治，美化人居环境：拆危建新、
厕所革命、建造污水管网系统、建
设小三园、通组道路刷黑，村庄面
貌焕然一新。2021年，方至畈村
被评选为湖北省生态文明村。

大箕铺镇是农旅融合大镇，
随着方至畈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推
进，从鑫东生态园和东角山登山
步道过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对

方至畈村乃至大箕铺镇生态环境
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建设更加生态文明的大箕
铺，让人居环境更惠及群众，2021
年 9月，大箕铺镇引进第三方服
务，适时在方至畈村成立大箕铺
镇垃圾分类宣教中心，一方面把
方至畈村作为实施垃圾分类管理
的试点，同时，作为向游客宣传垃
圾分类知识的宣传站。

在积极以多形式向群众宣传
垃圾分类知识的同时，还出台了
《大箕铺镇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管理
办法》，村民可以通过参与垃圾分
类管理获得相应积分，凭积分兑换
相关生活物资，提高村民自觉开展
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过去，村民随手乱扔垃圾现
象屡禁不止，有些老人甚至会把不

好处理的垃圾扔在邻居房屋间的
墙壁间隙中，不好打扫，极难清
理。”方至畈村党支部书记曹晓军
指着村口的摆着红、蓝、灰、绿四色
桶的垃圾集中回收站向记者介绍，
自从实施垃圾分类管理试点以来，
这种情况基本看不到了，随手扔垃
圾的现象也少了，村庄干净多了。

“实施垃圾分类管理，既是提
升良好文明生活习惯，也是优化
良好人居环境的好方法。”大箕铺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们
正在总结方至畈湾垃圾分类管理
的经验，特别是要结合美好环境
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的新经验，
尽快推进至方至畈村其他湾组，
进而在全镇域全面铺，让良好的
文明习惯和人居环境成为大箕铺
各村的新标配。”

实施垃圾分类 美化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殷珂 见习记
者 宋竞雄 通讯员 叶光华）“来水
了，来水了。”19日清晨，黄石临空
经济区·还地桥镇柯月台泵站沿线
护水队的志愿者，望着水渠内不断
奔涌的汩汩清流，大家欢欣鼓舞。

8月以来，夏季持续高温少
雨，让不少种粮大户备受煎熬，农
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部分农作
物受灾。截至目前，还地桥全镇
农作物种植面积近30000亩，其
中受灾面积已达4400余亩。

随着旱情的持续发展，抗旱
形势十分严峻，保供水、稳生产的
责任大、任务重。该区·镇党委副
书记乐卫民介绍，为了保障人民
群众的饮水和粮食生产安全，该
镇成立了防暑抗旱专班，加强滚
动会商研判，精准制定抗旱措施，
全镇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了抗大
旱、打硬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精准施
策，努力确保抗旱减灾各项措施
落到实处。同时，该镇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持续推进水利基础设

施的建设，先后完成了鸡墎闸泵
站、行宫殿泵站、柯月台泵站3处
泵站设备更新和维修，确保全镇
36处抗旱泵站正常作业，并引入
保安湖水，有效地缓解了该地的
旱情；此外，该地还多方筹集资
金，购置了流动潜水泵、油泵37
台，随时投入应急救灾。

在此基础上，该地切实加强了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管护，积极组织
力量，努力疏通农田灌溉“毛细血
管”，先后对龙江渠、三里七港进行了
全面清理，共疏通河渠8000余米，惠
及燎原、下堰、大井、东庄、郭桥、南
石、北泉等十多个村庄，极大地缓解
了沿线村落的万亩水稻旱情。

为了保证人畜饮水，该地组织
消防救援所，制定人畜饮水应急方
案，持续关注辖区旱情，随时做好
应急准备。16日，该地消防救援所
接到求助电话，桂树村艾家庄湾有
村民称自家鱼塘水位严重下降，
2000多斤鱼危在旦夕。接警后，该
所迅速出动消防车，并连续奋战2
个多小时，鱼塘终于转危为安。

多措并举抗大旱 水稻鱼儿转危为安

本报讯（通讯员 邵王芳）“我
儿子是重度残疾人，我们不想因
为儿子是弱势群体就伸手向上级
有关部门等、靠、要。今年，我和儿
子在自家湾组流转了二十几亩水
田，想着有个好收成来改变现状，
没成想伏秋连旱，眼看快到手的稻
子被烤得枯黄，可能颗粒无收，白
白辛苦一年……现在电通了，水通
了，稻子有救了，再也不用为稻田
灌溉发愁了。”21日，黄海村村民
向镇纪委工作人员激动地说。

7月以来，持续高温带来的干

旱，给农业生产带来严峻挑战。
面对日益严重的旱情，保安镇党
委、政府把抗大旱、保民生作为当
前的中心工作。为做好抗旱保苗、
保秋收工作，保安镇纪委联合农业
农口部门迅速成立督查小组，对全
镇各村抗旱工作进行督查。实地
监督检查30个村（社区）抗旱救灾
方案、抗旱救灾应急预案、抗旱救
灾工作是否组建抗旱救灾突击队、
各水库水管员巡查防守、水塘蓄
水、保水、水库灌溉用水调度安排、
人畜饮水是否困难、灌溉渠系工程

运行、排灌泵站运行、机组供电、检
修是否建立台账等抗旱措施落实
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镇纪
委及时向相关单位提出了整改要
求和整改时限。

民以食为天，群众多是以种
粮为生，保粮就是保民生。下一
步，镇纪委还将进一步加大防暑
抗旱减灾工作监督性检查的力
度，进一步压实责任，抓制度落
实，抓岗位责任，将责任层层细化
落实到位，确保抗旱工作取得实
效。

提升服务质量 解除后顾之忧
大冶市第十二期亲商政企“午茶会”落地有声

加强防暑抗旱监督助力抗旱保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