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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办书记谈发展

一镇一景

镇办经纬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罗仕虎、冯琦）今
年来，随县殷店镇不断强化底线红线意识,
综合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工程, 全面加强生
态建设与保护, 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

治理农村垃圾。制定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实施方案，成立工作专班，在全县率先
完成垃圾填埋场封停复绿工作。坚持对全
镇 30 个村实行月考核、月通报机制,严格
按照考核兑现奖补，改善农村生活垃圾乱

象。
落实河长制度。增加宣传牌 45 个，公

示各级河流河长名单。坚持履行镇河长巡
河职责，清理占河占岸菜园 1200 亩、占岸垃
圾 5700余立方米；拆除违建厕所 35处，拆除
违建养殖场一处；铲除占河树木 3000 余株，
苗圃 3亩；投资 80余万元完成 8公里河道水
岸生态修复工程，修复堤防 5 公里，建设绿
化带 2 公里，并在国、省道沿线河堤安装仿

木护栏。
打击非法采砂。成立治砂工作专班，

召开打击非法采砂专项布署会议 13 次，印
发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张贴横幅、标
语 330 余幅，竖立宣传牌 10 块，发放《明白
卡》等相关治砂条例法规 2000 余份；坚持昼
夜巡查值守，2019 年共开展巡河查砂 200
余次，抓获盗采河砂车辆 7 辆，使非法采砂
得到有效控制。

狠抓山林治理。建立党政主职带班督
查、行政干部值班、各村与林业站联动巡视
的工作机制。不定期召开护林防火专题会
议，印发、张贴各类防火宣传单 4000 余份。
划定重点防火区域，严控秸秆焚烧，对纵火
行为一追到底。至目前共办理滥伐林木、
森林火灾等各类案件 37 起，移交森林公安
刑事立案 4 起；累计罚款 97 万元，有力震慑
了林业犯罪行为。

6 月 24 日, 端午节前夕, 笔者走
进广水市李店镇雷楼村，映入眼帘的
是错落有致的火龙果大棚整齐排列，
七彩斑斓的太空莲花竞相开放，成片
的 稻 田 里 绿 茵 茵 的 禾 苗 茁 壮 成 长
……

“我们村现有三森、熊欣等 5 家专
业合作社，涵盖了火龙果、水稻、薯秧
等种植和鸡鸭、鱼虾、猪羊等畜禽养
殖。合作社立足自然资源，探索发展
区域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因人制
宜，为群众量身定制产业发展规划，
做到户户有增收产业、人人有脱贫门
路，为村民开辟了一条条依靠特色产
业脱贫致富的新路子。”谈起合作社，
雷楼村党支部书记黄远胜的脸上满
是喜悦。

成立于 2015 年的三森种植专业
合作社是雷楼村最早的“龙头”合作
社。如今，合作社的火龙果产业已办
得风生水起。合作社建有 300 亩温室
火龙果大棚，带动 30 多人就业，其中
贫困劳动力 8人，目前新修了 5公里水
泥路、安装了 35盏路灯、硬化了 5公里
沟渠，正准备继续扩大规模，辐射其
他农业项目。

“这几年我一直在合作社务工，
每年到手工资就有两三万元，要是早
点成立合作社就好了，或许还能成个
家呢！”正在三森合作社给火龙果浇
水的 52 岁单身老汉黄远勇乐呵呵地
说。

来到熊欣合作社, 负责人黄雄告
诉笔者,“今年火龙果到了盛产期，有的已经挂果了，前期我们
在垄间套种了薯秧。”据黄雄介绍,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农
户”模式，通过土地全程托管，带领农户降低生产成本，增加
种地收入。目前已流转土地 200 亩，建起了 60 多个大棚，是
广水市“菜篮子”重点扶持项目。合作社致力打造绿色无公
害有机蔬菜基地，套种的苕尖主要运往城区各大超市、农贸
市场，仅苕尖一项的毛利润一年可达 50万元。

“空闲的时候我就来掐苕尖，掐一斤给 5 毛，小半天就能
赚几十块！”贫困户韩清华患多囊肾病，除了自己种了点田
外，不忙的时候就在合作社打零工。

“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因丈夫患病
不便外出工作的女党员秦秀萍, 前些年与 4个贫困户合伙成
立了鸿裕合作社，主要从事养殖业。合作社现有肉鸡 2 万多
只、生猪 100多头、肉牛 38头、栽种水稻 200亩，另外还承包了
30多亩鱼塘。今年受疫情影响，鸡蛋、活鸡滞销，以前均价 15
元的活鸡只能卖到 8元，在亏损严重的情况下，合作社把刚攒
下的 8000枚鸡蛋全部捐给了村里的孤寡老人和贫困户。

抱团取暖,合作脱贫。据统计，雷楼村 5 家合作社已带动
71人实现常年就业，其中贫困劳动力 30人，带动 47户贫困户
参与分红。目前，该村投资 100多万元, 可饲养 2万只鸡的大
型现代化鸡舍正在安装设备，预计 7月份投入使用，可带动近
10个贫困劳动力长期就业。

胭脂红桃，广水特产，十里盛产。其果
皮淡红、果肉深红，因食用后嘴唇犹如抹上

“胭脂红”唇膏而得名。其肉质松脆、汁多
味甜，倍受消费者亲睐。

6 月 23 日，记者在广水市十里办事处
快活岭村胭脂红鲜桃种植基地看到，郁郁
葱葱的桃树上缀满果实，果皮红意充盈，农
户穿梭其中，忙着采摘。“基地共种了 320
亩胭脂红鲜桃，今年产量预计超过 7 万
斤。我们通过电商、大型超市等多种渠道

已销售鲜桃约 3万斤。”基地负责人吴礼刚
高兴地说。

记者了解到,十里办事处种植胭脂红
鲜桃已有 300 余年的历史，由于气候环境
好，桃子口感香甜，营养价值高。果农大多
采用原始方式种植“胭脂红”桃子，大量施
用农家肥，基本上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过
去，几乎家家都种胭脂红桃,但受本地市场
小、储藏周期短、运费高等因素制约，常出
现滞销、利润低等情况，导致村民年年砍

树，到 2016 年底，全办胭脂红桃树已不足
1000亩。

转变，自 2016 年始。当年，十里办事
处把发展壮大传统农产品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引导鼓励群众栽植胭脂红桃树, 并组
成工作专班, 成功申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产品，大大激发了农民栽植胭脂红鲜桃
的积极性。据统计, 截至目前，十里办事
处胭脂红桃种植规模 12000 多亩，年产鲜
桃 7000余吨，可实现产值 6000多万元。

源头严控 过程严管

殷店镇多措并举强化生态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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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遍地“胭脂红”
——广水市十里办事处鲜桃产业剪影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 吴财荣 通讯员 刘礼刚

▲十里办事处胭脂红鲜桃基地一角

▲ 农户穿梭在桃林里，忙着采摘胭脂红鲜桃

▲ 电商正在精选优质的鲜桃发往全国各地

▲ 胭脂红桃子已成为十里办事处
农产品一张亮丽名片▲ 胭脂红桃虽然个头小，但味道确实好。用手一

掰，桃子就自然一分为二，桃子肉呈现自然的红色。

决战十大示范行动
争当品质随州示范区建设先锋队

曾都区东城党工委书记 郭俱勇

在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成果，全面开
启民生保卫战、经济发展战的关键时刻，曾
都区向全区发出了深入开展“十大示范行
动”、奋力建设品质随州示范区的总动员
令。曾都区东城党工委、办事处坚决落实、
闻令而动，在十大示范行动中争当示范，在
品质随州示范区中争当标杆，力争用新担
当新作为交出优秀答卷。

提升站位实施十大示范行动

强化学习，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围绕
十大示范行动，东城党工委、办事处制定了

“12345”的工作思路，即紧紧围绕一个指导
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抓好党的建设、平安
建设、城市管理三项重点工作；组建大党
建、经济发展、平安建设、城市管理四大工
作专班，奋力建设“富强、平安、法治、健康、
品质”五个东城。

瞄准目标推进十大示范行动

建设富强东城。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
要务，大力发展飞地经济，总部经济，不断
壮大办事处的实力，2 年内实现财税收入过
亿、进入全市“十强镇办”前 5 名的目标；推
进社区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用 3－5 年时
间把所有社区服务中心建设成为党建引

领、服务群众、正规一流的红色阵地。
建设平安东城。深入开展“访议解”

“逢四说事”活动，对辖区 13 类 2500 余人的
重点群体做好稳控包保，树立安全生产红
线意识，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
动平安小区、平安机关、平安学校、平安社
区建设。

建设法治东城。开展好“七五”普法工
作，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行政，把权力
关进法治的笼子，使广大干部守规、守纪、
守法。

建设健康东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切实解决影响
人民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深入开展全民
健身运动，提高辖区人民健康水平。

建设品质东城。抓紧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开展城市环境卫生集中大整治，提升城
市社区治理、市容秩序管理水平，把常态
化、精细化城市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落实落细决战十大示范行动

做到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
任化，明确责任人，细化责任目标，落实落
细十大示范行动。

脱贫攻坚示范行动。开展产业帮扶、
就业帮扶、消费帮扶、销售帮扶和资金帮扶
等，抓好曾都区万店镇真武山、泉水寺、双
河 3个村对口协作扶贫工作。

健康共创示范行动。抓紧抓实抓细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发挥哨点作用，加
强重点人员摸排、重点场所监管，对辖区复
学的 5 所学校、5 个农贸市场、2 个福利院等
重点场所实行重点防控，深入开展“齐动
手、扫干净、战疫情”活动。

项目建设示范行动。全力抓好老火车
站片区改造等全市重点项目建设的协调服
务工作，抓好天一智能等招商引资项目的
落地工作；加快推进 13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和 15条道路立项申请工作。

产业升级示范行动。制定优惠政策、
优化发展环境，破解传统招引瓶颈，落地两
家企业总部；大力支持“编钟云”公司等互
联网服务龙头企业，打造网络集聚产业，促
进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

环境整治示范行动。全力配合城管体
制改革抓好常态化城市管理工作，对辖区
75 条街巷实行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岗
位职责、定工作时间、定整治目标的常态化
管理，打造 10条示范街巷。

乡村振兴示范行动。开展以“五清一
改”为主题的“城乡结合部清洁行动”，落实
河长制工作，推进花溪河等生态治理。

民生改善示范行动。做好弱势群体的
生活保障工作，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尽全力
做好就业保障工作，推进“强班子、名教师、
好学生、名医生、好护士”工程。

社会治理示范行动。深入推进智慧小
区和平安小区建设，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安
全感、满意度，有效化解疫后综合症，打好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营造和谐、稳定、平
安、祥和的社会环境。

党建强基示范行动。开展党建引领
“红色物业”创建“五个全覆盖”工作，认真
组建小区功能党支部 113个、业委会党支部
1 个、物业公司党支部 8 个，创建“红色物
业”10个示范小区；公开选拔、培养 30名社
区后备干部，争创党建工作示范街道。

效能提升示范行动。推行二分之一工
作法、坚持周六工作例会、每周工作晨会制
和重要工作限时办结制。

高位推进决胜十大示范行动

强班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
政建设，严格执行党工委议事决策制度，打
造讲政治、讲学习、讲廉洁、讲团结、讲实干
的“五讲型”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

转作风。做到一半时间在机关、一半
时间下基层，坚持周汇报、周督办、周考评
工作制度。

严考核。把“十大示范行动”落实情况
作为年度目标考核和干部年终考核的重要
内容，作为识别、考察、选拔、任用干部的重
要依据，定期通报工作进度，定期考核督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