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咸宁市科学技术奖励办
法》，第四届咸宁市科学技术奖于
2015年11月19日至21日经各专业
评审组初评、复评，11 月 26 日经评
审委员会终审，共建议授予科技进
步奖 38 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23项），授予科技型中小
企业创新奖2项。现将建议授奖项
目名称、主要完成单位（人）和推荐
部门等向社会公告，以征求异议。

如有异议，请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建议获奖成果的推荐部门或

我办提出书面意见，书面意见须写
明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地址和
电话，方可受理。

联 系 电 话 ：0715-8132101
0715-8132108

联系人：胡平 胡三英
通信地址：咸宁市银泉大道

628号 邮政编码：437100

咸宁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11月27日

科技进步奖（38项）

一等奖（5项）

01 一种芳纶纤维云母纸制造装置及其
制造方法

完成单位：湖北平安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潘渡江、李新辉、李书武、潘

斌海、朱 淼、邓明旺
推荐部门：通城县科技局
02 退纽绞线机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完成单位：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黄 晖、邱 武、傅华良、邱 斌
推荐部门：通城县科技局
03 桂花栽培生理及早产丰产栽培技术

研究
完成单位：湖北科技学院、华中农业大学
主要完成人：陈洪国、邹晶晶、王彩云、史

玉敏、范付华、王振启
推荐部门：湖北科技学院
04 RIP1-AMPK信号通路对肿瘤的

影响
完成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主要完成人：周燕红、刘毅飞、何小飞、

高 卉
推荐部门：湖北科技学院
05 顽固性鼻出血的综合介入治疗
完成单位：咸宁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
主要完成人：余开湖、杜希剑、郑小宁、章

凯敏、石教华、盛 练、曹 忠、王升忠、田红岸、
黄春蓉

推荐部门：市中心医院

二等奖（10项）

06 陶瓷基/NAO复合摩擦材料
完成单位：湖北赤壁赛飞摩擦材料有限

公司
主要完成人：郭东辉、董 鑫、甘迪光、李

春龙
推荐部门：赤壁市科技局
07 基于信息化的机械产品创新设计及

应用示范
完成单位：湖北省咸宁三合机电制业有

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万名炎、陈满意、余海明、晏

文权、雷邦耀、金祖恩、汪作纯、黄忠敏
推荐部门：咸安区科技局
08 高磁感取向电工钢研发与生产技术
完成单位：咸宁泉都带钢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主要完成人：张黎光、李德乾、唐修昌、傅

火庚、陈敬想、秦 杰、姚 青、桂剑锋
推荐部门：咸安区科技局
09 一种金色双银低辐射镀膜玻璃
完成单位：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李向阳、程立华、江 维、程

耀君、胡 勇、余华骏
推荐部门：咸宁高新区
10 早稻麻地膜机插秧育秧技术集成创

新与示范
完成单位：咸宁市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汪红武、熊常财、汤涤洛、李

景柱、郭金城、刘亚斌、付 聪、吴达明
推荐部门：市农科院
11 茶园杂草种类调查及无害化防治技

术研究与实践
完成单位：咸宁市农业科学院、咸宁市植

物保护站
主要完成人：洪海林、余安安、丁坤明、饶

辉福、涂修亮、饶漾萍、胡宇舟、沈成艳
推荐部门：市农科院
12 农药毒死蜱和氯氰菊酯致机体氧化

应激和氧化损伤作用的研究
完成单位：湖北科技学院、华中师范大学
主要完成人：马萍 、武阳、杨旭、焦铭、甘

亚平、单士刚、陈姣娥
推荐部门：湖北科技学院
13 RNA干扰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
完成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主要完成人：宁志丰、武 倩、刘复兴、宋

铁山、司马学琴、魏 蕾
推荐部门：湖北科技学院
14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参与血管损伤及

分化的研究
完成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主要完成人：李敏才、余良主、李素琴、甘

亚平、佘同辉、陈拥彬、胡振武、廖文莉、夏红利
推荐部门：湖北科技学院
15 咸宁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护理人力资

源调配研究
完成单位：咸宁市中心医院 同济咸宁医院
主要完成人：丁 芳、曹群英、张 侠、孔令

磷、谢勇前、罗菊英、熊素华、姚 锐、胡 丽、
朱 俊

推荐部门：市中心医院

三等奖（23项）

16 剑麻纤维增强沥青混凝土路用性能
试验研究

完成单位：咸宁市交通运输局、武汉轻工
大学

主要完成人：王永红、何秄僷、陈勇章、
余 冰、张 立、廖建辉

推荐部门：市交通运输局
17 超高扬程电动葫芦
完成单位：湖北三六重工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周冬青、范晓霞、冷 剑、黄

敏、尹南方、周宗仁
推荐部门：咸安区科技局
18 一种钒氮合金的生产方法
完成单位：湖北晶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甘锦旺、黄启会、高向山
推荐部门：崇阳县科技局
19 一种导爆索制索机探头的研发和应

用项目
完成单位：湖北帅力化工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邓华智、邓毅、付志华、廖北平
推荐部门：赤壁市科技局
20 车用高性能吸音材料及制备技术
完成单位：湖北崇高科工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龙云刚
推荐部门：崇阳县科技局
21 精密内孔键槽切削头
完成单位：湖北铭程精密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

主要完成人：寿继斌、王元霞、姚万禄、董
宏山、樊双成

推荐部门：咸安区科技局
22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无线照明系统
完成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主要完成人：钟良骥、戴文华、范 平、王

忠友、桂学勤
推荐部门：湖北科技学院
23 通用型桥（门）式起重机小车运行轨

道焊接工艺研究
完成单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三六

重工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兰希园、徐文娟、周冬青、吴

丽霞、王小艳
推荐部门：职业技术学院
24 高效节能减排炊事采暖生物质炉
完成单位：通山福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舒细福
推荐部门：通山县科技局
25 苎麻纤维初加工技术与设备
完成单位：咸宁市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

大学、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咸宁职
业技术学院、湖北嘉沃农机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饶正良、梅 军、饶崇明、张
小娟、黄继承、王树才

推荐部门：市农科院
26 北缘区毛竹林丰产培育技术集成与

推广应用
完成单位：咸宁市林业科学院、湖北省林

业科学研究院、咸安区林业局、赤壁市林业
局、通山县林业局、崇阳县林业局、通城县林
业局

主要完成人：刘清平、刘恒贵、熊德礼、
高 霜、王起富、冯祥成

推荐部门：市林科院
27 蛋鸡集约化育雏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完成单位：湖北新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陈新阶、陈 肖、皮劲松、陈

向军、陈秋喜
推荐部门：嘉鱼县科技局
28 藏香猪在鄂南放牧养殖关键技术研究
完成单位：湖北红林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华中农业大学、赤壁市畜牧兽医局
主要完成人：任竹青、江忠兴、蒋思文、罗

秋山、姚伟清、柴 进
推荐部门：赤壁市科技局
29 内源性活性物质在心肌结构重塑和

电生理重塑中作用机制及中药保护作用
完成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主要完成人：余良主、李敏才、佘同辉、石

春蓉、程梦琳
推荐部门：湖北科技学院
30 VEGF、OPN对进展期胃癌术后复

发早期诊断的临床研究

完成单位：咸宁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
主要完成人：尹小平、王芳元、朱栋良、黎

尉浩、万茂林、丁焕新
推荐部门：市中心医院
31 农村地区耐多药结核病防治体系的

建立
完成单位：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
主要完成人：葛木村、徐江红、陈 腾、黄

剑波、陈建兰、唐震坤
推荐部门：市结核防治院
32 罗望子胶空心胶囊的研制与开发
完成单位：湖北人福药用辅料股份有限

公司
主要完成人：马 丽、金保林、黄建华、程

鹏、黄耀华、祝孟杰
推荐部门：赤壁市科技局
33 三维医学超声诊断仪研制及临床前

研究
完成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主要完成人：叶华山、丁明跃、郑 波、郑 敏
推荐部门：湖北科技学院
34 黄芪、人参对消化道肿瘤化疗患者

体液及细胞免疫的调节
完成单位：咸宁市中心医院 同济咸宁医

院、咸宁市中医医院
主要完成人：王芳元、王 伟、余超刚、王

代宏、程火玲、黎尉浩
推荐部门：市中心医院
35 参蛤定喘胶囊药学和急性毒性研究
完成单位：咸宁市中医医院
主要完成人：王 震、祝 佳、王定发、孙盼

盼、陈 炜、刘学敏
推荐部门：市科技局
36 血液需氧培养病原菌分布和耐药情

况研究
完成单位：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涂 斌、涂 平、韩立虎、赵

芳、王 剑、袁秀兰
推荐部门：咸安区科技局
37 射频联合阿霉素干预癌性胸痛机制

及镇痛时效研究
完成单位：咸宁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
主要完成人：冯美果、周松、刘翠芳、曹

华、陈莉、彭彬、邱敏
推荐部门：市中心医院
38 改良鼻腔泪囊吻合术的临床研究
完成单位：通城县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黎雄豪、何宏伟、黎 波、金

凌应、李金庚、钟裕文
推荐部门：通城县科技局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奖（2项）
39 湖北玉立砂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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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以来，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开展履职尽责
督促检查工作，全市全体民警迅速行动起来，以高昂的斗
志、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中，公安系
统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

加强领导，广泛动员抓好宣教

自开展履职尽责专项活动开始，市公安局提出了“履
职展形象，尽责保平安”的口号，明确了“进三保一”的工作
目标。各县市区局和警种部门参照市局做法，分别成立了
由“一把手”挂帅的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提出了争先进位
的目标。二是强推动。截至目前，市局党委先后6次专题
部署研究督促检查工作、3次召开动员部署会、2次召开工
作推进会、5次召开组织协调会。专题下发《接受履职尽
责督促检查工作推进措施 17条》，刊发 14期专项简报，对
履职尽责工作进行强力推动。

11月3日，全市公安机关召开了“第一综合党支部”暨
“主题党日+”活动大会，副市长、公安局长胡甲文同志在
会上就强党性、提觉悟、严纪律、履职责做了重要讲话。11
月 5日，市局组织各县市区公安局长、政委、专项办成员，
召开了迎接履职尽责检查紧急视频会议，副市长、公安局
长胡甲文同志委托副局长王玉梅同志在会上提出了迎检
的 4条硬性指示，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宋吉海同志对如
何做好迎检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同时，在全市公安机关、基层、窗口单位统一规范了各
类悬挂标识，设立了监督意见箱、监督电话，公布了热线电
话及网络邮箱。在商场、广场、车站、交通主要街道、路口
等人员密集场所和流动量大的地方，利用LED显示屏，滚
动播放履职尽责宣传标语。通过微博、微信、咸宁电视台、
咸宁日报、香城都市报等报刊及人民网、中国新闻网、咸宁
政务网等媒体，刊发图文宣传公安机关接受履职尽责督促

检查检查工作的目标、任务、措施。公告了《咸宁市公安局
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公开承诺书》和《咸宁市公安局致
全市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并严格要求全警在接受履职尽
责督促检查工作中，抓好学习，统一认识，做好笔记，写好
心得；切实把督促检查工作与“守纪律、讲规矩”、“三严三
实”，评优争先等争创活动以及民警廉政公开承诺活动结
合。

扎实自查，深刻剖析落实整改

经该局认真彻底自查发现，少数民警有令不行、纪律
松懈，存在不严格遵守警纪警规的现象；少数民警存在拜
金主义思想，以亲属名义经商办企业，在社会上交友不谨
慎，容易被人利用或抓住软肋；青年民警中有讲享受、在住
房、轿车上搞攀比现象，导致队伍思想动荡等问题。

市公安局以自查自纠为楔入点，精诚整改到位。一是
针对执法不规范的问题，积极开展执法问题专项整治。对
全市公安机关今年以来的接处警、受立案、行政审批做到
一案一查、一案一表，限期整改。组成 8个“三整治三规
范”暨立案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专班，对全市各执法办案单
位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 1608个，纠改各类问题 1537
个。二是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治安防控问题，开展了严打
整治专项行动。先后开展了打黑除恶、“破小案、保民安”、

“春雷行动”、“惊雷行动”，“两抢一盗”案件发案数同比下
降 4%，破案数、打处数同比分别上升 27%和 5.48%。通过
异地用警、挂牌整治等手段，强力开展“赌毒黄、枪爆刀、食
药环”等热点问题整治行动，破获毒品案件 25起，捣毁涉
黄、涉赌窝点8个。在温泉、咸安城区建设4个警务综合服
务站，落实特警、武警联合巡逻常态机制，实行专人、专岗、
专域 24小时“网格化”防控，城区“5分钟控制圈”，增强了
见警率和治安防控能力，提升了民众安全感。三是针对服

务不便民、不亲民的问题，大力开展“群众第一、形象至上”
等为民活动。目前，两级公安机关累计自查问题 259起，
整改纠治 216起。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管理和执法方
面存在的59起问题、窗口服务方面存在的32起问题、行政
执法方面存在的 53起问题、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 26起问
题全部进行了督办整改。重点规范了窗口服务行为，在所
有窗口服务厅放置了“36字服务标准”标识牌,统一规范了
服务人员态度、用语。

紧扣问题，全面走访回应民声

该局连续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作好履职尽责督促检查
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转段工作
通知》等文件和通知，要求社区民警对辖区群众家庭基本
情况知晓率90%以上，要求局直各单位和派出所立足本职
对服务对象、企业、单位、“两代表一委员”、案件当事人、报
警人走访、回访、征求意见率达 100%；要求全局民警端正
走访态度，切实将发现问题、密切群众、解决问题贯穿履职
尽责督促检查工作始终；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营造氛
围，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社会各界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持、参
与、配合和监督。

市公安局以明察暗访为突出点，提升群众满意度，积
极开展系列活动。一是大走访。结合“五访”工作和咸宁
市政法委开展的“三千”活动，按照“领导带头、全员参与、
部门负责、全域覆盖、进村入户，全力服务”的要求，3000
民警一人一村，联系对接，大力开展走访恳谈、意见征集活
动。下发征求意见表 10000余份，征求意见、建议 1500多
条。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胡甲文同志一上任，就组织安排
了“千家万户问安”走访调查活动，并亲自设计走访调查的
具体内容。二是广纳谏。两级公安机关先后两次召开座
谈会，邀请监督员、“两代表一委员”累计158人，听取意见

建议。将每月 5日确定为全市公安机关履职尽责督促检
查“警民恳谈日”，在全市派出所同步召开警民恳谈会，征
集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三是严督察。市局专项办
先后4次组成联合检查组，采取查阅资料，访谈了解，现场
抽查，电话回访，模拟警情，签字确认等方式，进行点穴式
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实行点对点，人对人，事对事精准通
报。四是秘密访。先后3次组织纪委、指挥中心、督察、法
制部门工作专班，着便装、开民车，秘密暗访了全市7个县
市区局公安机关的 83个派出所，实行了对所有基层派出
所的全覆盖，累计发现问题126个，整改问题106个。

建章立制，实现履职尽责长效机制

市公安局针对在履职尽责、监督管理方面存在的漏
洞和薄弱环节，积极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出台了《履职
尽责“六个一律”实施细则》，制定出台了《加强公安法制
工作的五年规划》，落实了法制部门负责人列席党委会
制度。制定下发了《咸宁市公安局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
革实施细则》，规范了信访接待程序和要求。出台了《咸
宁市公安局关于加强刑侦工作的意见》，推动“科学指
挥、合成作战、现场必勘、专业研判、分类侦察、准确办
案”打击犯罪工作新机制落实。制定了《咸宁市公安机
关涉案财物管理实施细则》，细化了涉案财物的场所建
设、进出库流程和管理模式。推进户藉制度改革创新，
提请政府出台了《全市户藉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实行城
镇入户“零门槛”。主动适应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常态，出
台了《咸宁市公安局落实“两个责任”实施办法》，带动两
个责任的落实。健全常态化廉政教育机制，出台了《咸
宁市公安局纪检督察与市县两级政委双月学习例会制
度》。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履职尽责
的长效监督、管理、预防制约新机制。

切实履职正警风 扎实尽责铸警魂
——市公安局开展履职尽责活动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