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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投资 5 亿元的禹能集团华中基地落户新材料产业园

咸宁高新区迎来新年
“第一签”
本报讯（记者吴文谨 通讯员龚飞）
1 月 12 日，咸宁高新区与广东禹能防水
集团公司正式签约，拟在咸宁高新区新
材料产业园投资 5 亿元，建设华中产业
基地，这也是咸宁高新区 2021 年首个签
约项目。
禹能防水集团公司是一家集防水材
料研发、
生产、
销售、
施工、
服务、
技术支持
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型企业集团，
是华南
地区具有产业规模的防水企业之一，
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建材500强企业。
该企业开发生产的 100 多种产品涵

盖工程、家装、修缮三大市场，广泛应用
于各类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铁路交通及
桥隧地矿设施、市政公共建筑基础设施、
工业建筑、居民住房等建筑物的防水、防
潮、防腐、防渗工程。目前，企业在全国
45 个地区和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
处，产品行销世界五大洲十余个国家。
咸宁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高新
区新材料产业园于去年下半年获批，禹
能防水华中产业基地的落户，将有效壮
大新材料产业园规模，在高新技术领域
实现新的突破，充分延展新材料产业链

条和布局，真正将这一产业做大做强。
签约活动上，禹能防水集团董事长
秦宏舢高度赞赏咸宁高新区高效率、高
质量的招商引资服务。他介绍，投资咸
宁是企业“深耕华南、走向全国、放眼世
界”发展战略的一大里程碑，将进一步完
善禹能在全国的产能和服务网络布局。
据了解，禹能防水华中产业基地（咸
宁厂）项目将立足自动化、电子化、数字
化、智能化推进，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
实现 10 亿元年产值，创造不低于 1800
万元的年税收。

文化引领梦想 艺术美化生活
——第九届
“香城大舞台”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班成果展演
本报讯（记者杜培清 通讯员汪姝
琴 余娜）1 月 12 日晚，
第九届
“香城大舞
台”
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班成果展示在
市群艺馆香城戏台举行，
100 余名学员用
一 场 高 品 质 的 汇 报 演 出 ，向 市 民 展 示
2020年公益性免费培训班教学成果。
当晚，霓光流转，学员们先后表演了
舞蹈《扇花飞舞》
《繁花》、朗诵《诗意中
国》、男女声对唱《天边》、瑜伽《大鱼》、古
琴与茶艺《佳人曲》等 16 个节目。优美
的旋律，深情的对唱，充满力量与柔韧的
瑜珈、温婉儒雅的茶艺表演，深沉悠远的
古琴 ，
这场艺术视听盛宴让观众迷醉。
除文艺演出外，山水花鸟成果展也
在香城戏台外同步展出，公益花鸟班和
山水班的学员们创作的作品题材多样，
表现形式丰富多彩，
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据了解，为进一步满足我市广大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向群众提
供免费学习文化艺术的平台，市群众艺
术馆在今年 7 月至 12 月，举办 2020 年
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班，其中包括乐

本 报 讯（通 讯 员 蒋 旗
刘祥）1 月 6 日，咸安区文旅
局组织专家、设计单位一行，
到马桥镇高赛村王家畈学堂
旧址实地考察，对该学堂如
何修缮、保护进行专题调研
会商。
调研组一行实地考察了
王家畈学堂建筑风格，
并召开
座谈会，听取当地老人、村民
介绍，详细了解学堂历史文
化、建筑原貌。大家普遍认
为，王家畈学堂建筑风格迥
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一
处名副其实的 不 可 移 动文
物。在修缮中，
设计单位要按
照
“修旧如旧”
原则，
尽早入户
勘察，
拿出施工方案，在保护
王家畈学堂的同时 ，让学堂
继续发挥公益效能，
复原其历
史风采，实现其文化价值，让
重教、
公益之风发扬光大。

答对题 有奖励
这个乡镇防疫有妙招

理知识班、朗诵班、国画山水班、茶艺班、
声乐班、舞蹈基础班、舞蹈高级班、瑜伽
班、古筝班、古琴班等 11 个班次。
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班以
“文化为
民、文化惠民、文化育民、文化乐民”
为宗
旨，
共招收 230 多名学员，
年龄从 20 岁至
70 岁，
提供了近 300 个学时的培训，
培养

了一批公共文化服务的骨干，
为我市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持。
学员结业后，将加入市群艺馆文化
志愿者、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咸宁小
分队，
参与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让文化真
正为百姓服务，让百姓真正成为群众文
化活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父母离异，爷爷重病，就在 4 岁的小轩茫然无助时——

幼儿园急伸援手，送来 3 万余元爱心款
本报讯（记者夏咸芳 通讯员钱静）
一场重病让幼儿小轩仅有的依靠爷爷一
病不起。就在这个贫苦的家庭风雨飘摇
之际，1 月 12 日，咸安区实验幼儿园为
他们送来了全园师幼的爱心捐款。
今年 4 岁的小轩是咸安区实验幼儿
园大班一名学生。由于父母离异，
他一直
跟着爷爷生活。虽然日子清贫，
爷孙俩却
其乐融融。然而，去年 9 月，爷爷在单位
组织的体检中被查出患上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症。如果不及时治疗，
可导致白血病
的发生。其后，
小轩的爷爷先后辗转于市
中心医院和武汉协和医院求医。
爷爷无法照顾小轩，只得让小轩辍
学，将他托付给远在黄冈的姑姑寄养。
这让本就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的
姑姑一家，日子过得更为艰难。截至目
前，小轩爷爷已经花了 5 万元医疗费用，
由于实在无钱医治，小轩爷爷不得不直
接拒绝医生做化疗的建议，选择自行出
院回家吃中药。
咸安区实验幼儿园园长钱静得知小
轩一家情况后，
立即在园内号召对小轩一

咸安组织专家考察
修缮王家畈学堂

家进行帮扶。全体党员迅速响应号召，
并
在全园发动师幼共同捐款帮扶小轩一家，
让小轩早日回归校园。1月12日，
小轩和
爷爷在幼儿园领到了3万余元爱心款。
“谢谢老师和家长们，
你们的帮扶让
我感受到幼儿园大家庭的温暖。”小轩爷
爷告诉记者，小轩父母离异后，
父亲长年

不归，小轩从 2 岁就开始跟着自己生活。
此次重病，
让他对小轩未来充满担忧。获
知咸安实验幼儿园师幼为自己一家捐款
的消息后，
他非常意外，
也非常感动。
据悉，此前，咸安实验幼儿园全体师
幼曾为园内一名 5 岁白血病患儿进行过
捐款。

本 报 讯（记 者 杜 培 清
通讯员王文辉）
“这次有奖
问答既学习了防疫知识，又
可以免费领取防疫物资！”1
月 11 日，通城县塘湖镇南虹
村村民周大姐到镇政府领到
防控知识有奖问答的奖品
——30 个口罩和一瓶 50 毫
升酒精喷雾，高兴地说。
眼下进入了年关，人员
流动性加大，聚集性活动增
多。为了让群众积极配合防
疫工作，塘湖镇政府想尽办
法宣传防疫政策和知识，印
发了倡议书、张贴了标语、横
幅、发放了知识手册，但宣传
效果没有预想中那么好。
为此，从 1 月 7 日开始，
塘湖镇政府在微信公众号上
推出了新冠肺炎防控知识有
奖问答，凡是户籍为塘湖镇
或塘湖镇常住居民，每人每
期有一次答题机会，每期有
10 名群众可获得 30 个口罩
和一瓶 50 毫升的酒精喷雾。
有奖问答一经推出，群
众参与积极性非常高，当天
就有几百名群众上线答题，
10 名获奖群众陆续到镇政
府领取了奖品。
看到群众热情参与，塘
湖镇负责人对防疫工作信心
倍增，并表示将坚持开展防
控知识有奖问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