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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部午后有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今日：晴天，偏南风1～2级，27～36℃；23日：晴天，偏南风1～2级，28～37℃。今天相对湿度：30～70%。

红旗飘扬在救灾一线
我们在一起

一个人，一座泵站，近两个月，吃住都
在这里。这就是咸安区官埠桥镇滨湖泵站
管护员张宝庆防汛以来的生活。

21日，张宝庆说，现在水已经排得差
不多了，压力小了一些，但是晚上还是得守
在泵站，以防突发状况。

今年53岁的张宝庆是官埠桥镇渡船
村村民，也是一名有着23年党龄的老党
员。滨湖泵站共有6台机组，担负着滨湖
圩垸内1.2万亩农田、鱼池积水排涝，以及

咸安城区废水排放任务。泵站唯一的管护
员就是张宝庆，一个月收入仅500元，他一
干就是二十多年，任劳任怨，只要下雨，就
立马到泵站开机排水。

20多年来，张宝庆经历了许多场强降
雨，每年汛期，加班加点是常事。

张宝庆说，抽水时，大量的水草杂物经
常被卷入水轮，造成机器不能运转甚至损
坏，所以机器24小时离不了人。

5日下午，为了抢排积水，张宝庆穿着

短裤，打着赤膊，跳进水中架设抽水机械。
当时他已经几乎连续三天没有休息。

而这样的场景，对张宝庆来说是家常
便饭，防汛期间，为打捞水草杂物，他一天
就要下水十多次。

13日，滨湖泵站停止运转，正巧大雨
滂沱。张宝庆不顾个人安危，跳进泥水中
检查，跟村民一起，反复10多次潜入水中，
一次次把缠在泵上的枯枝杂叶水草一点点
拎出来，发现是水泵的叶轮断了。

在区农机局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他及
时更换了叶轮，拧紧了每一个镙丝，经过两
天一夜的冒雨抢修，泵站终于恢复正常运
转，解除了圩垸内群众被淹的危险。

张宝庆的眼睛已经发炎了好几天，经
过这次抢修之后，红肿得更加厉害了。但
他一直在坚持，直到积水排得差不多了，才
在镇长陈才文的强行要求下去打点滴。

24小时一个人坚守一座泵站，辛苦自
不待言。对此，张宝庆的话语朴实：“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要对群众负责。”

一个人的泵站
记者 王远远 特约记者 胡剑芳

综合新闻

我市各地各部门

全力抗灾救灾
通城县交通局 连日来，该局全力抢修水毁公路，

目前累计调度机械、车辆200台套，投入救灾资金800
余万元。据了解，近期连续强降雨 ，使该县交通基础
设施受损严重，干线公路及农村公路累计损毁135.6
公里、桥梁损毁10座，交通基础设施直接损失1.08亿
元。

面对灾情，该局迅速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预案，全面
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截至21日，共组织干部职工300
余人，设置警示标牌600余块，累计修复损毁公路91
公里，国省县道等主干公路基本恢复通车，70%的农村
公路基本恢复通车。 （姜明助、杜耀武）

通城县水产局 13日，看着该局工作人员送来的
100万尾鱼苗，通城四庄乡纸棚村支部书记王电光和
养鱼户们高兴地连声道谢。

据悉，该县渔业受灾面积7100亩，损失成鱼苗种
800余吨。灾情发生后，该局迅速开展防灾抗灾和生
产自救。及时给受灾养殖户送鱼苗、送技术，指导养殖
户搞好病害防治。并把灾害重建与增殖放流活动结合
起来，从县外调进鱼苗300多万尾，投入东冲水库和部
分受灾户，促进灾后生产顺利开展，确保大灾之后水产
业生产不受大的影响。 （姜明助、陈晨、李辉）

咸安区国土局 15日，在向阳湖围垸斧头湖大堤
上，该局防汛抢险突击队30名队员正在抢筑加固堤
坝。他们分工协作，两个人一组，一个人负责铲土，一
个人扛运沙袋，奋力筑堤，现场热火朝天。

马桥所所长李辉50岁了，是一名老党员，但他没
喊一声累，始终挥舞着铁锹，扛着沙袋往前冲。据悉，
该局于12、14、15三日累计投入75人次，装运沙袋
7000余袋，抢筑加固向阳湖围垸斧头湖大堤，为群众
筑起了一道牢固的生命防线。 （张敏、谢冠兰）

争创环保模范城
建设生态新咸宁

本报讯 通讯员镇劲松报道：5日，
咸安区环保局同市环保局，组织专班，对
涉水企业脱胶中心、巨宁公司污水处理站
的设施运行及应急预案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要求企业采取限制生产，减少污
染物产生量，对有隐患的危险化学品进行
转移，加大企业自行监测频次，防范汛期
污染事故的发生。

咸安环保局

加强汛期企业监管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陈蔚报道：8日，市
环保局参加《党风政风热线》节目，通过
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听众交流互动，现场
倾听群众对环保问题的投诉，解答群众
的诉求。

在直播现场，该副局长祝文广介绍
了环保局的工作职责及重点工作，并就
如何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作了说
明。

在短短一个小时直播时间里，上线

人员接听了每位群众的热线电话，对
市民及网友投诉反映的湖北惠生药
业、通城县陶瓷厂排水沟、河背特大桥
养猪场等问题给予了解答；对听众提
出的问题现场难以回答、需要时间进行
调查、核实情况的，作了详细记录。节目
现场，祝文广承诺下线后立即采取行
动，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听众一个满意
答复。

据悉，为强化环保问题的社会监督，
满足群众对环境的诉求，环保部门积极
拓宽环境污染举报渠道。目前在全市环
保系统建立了12369环保投诉热线电话
举报、来信来访举报、网上举报、微博微
信等方式进行举报。

本报讯 通讯员郭细军报道：7月4
日，通山县县委、县政府召开帮扶商户恢
复生产经营专题会议。

根据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该县环

保局迅速成立专班，对古塔社区30余家
受灾商户进行责任包保，并向商户普及这
次受灾政府推出的无息贷款政策，鼓励积
极开展生产自救，早日恢复正常营业。

通山环保局

慰问暴雨受灾商户
市环保局畅通举报渠道

强化环保问题社会监督

21日上午8时，通城县第二中学灾民
集中安置点医务中心，县民政局值班员罗
伟民正协助医生给王政德老人检查身体。

17日下午，通城遭遇特大暴雨袭击，
城区低洼处积水严重。县委县政府立即
启动老旧危房居民转移安置，并要求民政
部门切实做好因灾转移群众的生活安置
工作，保障灾民生活“五有一满意”。

通城民政局当即启动灾民安置工作
应急预案，安置小组冒雨赶到县城第二中
学，搭建临时安置点：棉被、毛巾被、蚊香、
饮用水依次运进来，热水器、空调一一调

试到位。空闲的学生宿舍，很快变身为受
灾群众生活设施齐全的温暖之家。

因为家里积水严重，隽水镇白沙社区
的王政德老人和邻居吴林广全家8人，第
一批被安排住进安置点。截至目前，通城
二中安置点共住着受灾转移群众117人。

和王政德老人一起，第一批入住安置
点的，还有来自县民政局、县疾控中心、县
人民医院等单位组成的值班、医护、后勤
工作小分队成员。他们要为这个117人的
临时大家庭的正常运转，提供保障服务。

记者在安置点看到：宿舍床上，崭新

的棉被、毛巾叠放整齐；桌子上，毛巾、牙
刷、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灾民按需使用；吃过早饭，灾民们到休息
室看电视、聊天、洗衣服；县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开始对住宿区进行每日一次的例行
消毒；县医院医疗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开
始检查身体，给伤病人员打针换药。

“安置点老年人居多，他们牙口不好，
早饭要多准备稀饭、面条。中午和晚上的
主食，也要准备面条和馒头，四菜一汤搞
清淡点。天热了，要熬点绿豆汤，给大家
解暑。”在安置点食堂，民政局带班领导张

登攀和当地食药监工作人员一起，一边检
查当天的采购单和食品卫生状况，一边向
食堂师傅们交代备餐细节。

安置点里，忙而不乱，井然有序。
从17日夜间设置安置点以来，罗伟民

和 11个同事“三班倒”，轮流 24小时值
班。20日晚11时到21日上午9时，是他
第3轮值班。

“生活住宿、卫生防疫、医疗保障，都
严格按照‘五有’标准统筹安排。为了这
个117人大家庭的健康、温馨、温暖，我们
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张登攀语气坚定。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通讯员柯
其河、金志兵报道：“这里积水了，赶紧挖条
排水沟，把水引到堤外！”20日下午，咸安
四邑公堤防汛指挥部巡堤督查人员说。

当日下起了雨，四邑公堤咸安段水位
一下涨了0.12米，咸安四邑公堤防汛指挥
部巡堤督查人员在巡堤时，发现公堤坡脚
一处地面有小部分雨水堆积。

为确保江堤安全，巡堤督查人员迅速
召集负责该处防守任务的分指挥部当班防
汛突击队员挖沟排水。

据悉，从18日8时到21日16时，水位
一下回升了0.54米，超警戒水位0.30米。

据悉，今年长江流域汛情来得早、灾情

重、持续时间长，防汛形势比往年更加严
峻。目前，长江中上游和湘水来水压力较
大，加之梅雨期尚未完全结束，四邑公堤咸
安段防汛措施仍然不能放松，甚至还要加
强防范。

连日来，在咸安四邑公堤防汛指挥部
的安排部署下，各项防汛措施紧张有序开
展：不但加强了水位监控，还加强了广播宣
传，每天给防汛队员开展防汛知识培训，播
放党歌军歌和先进事迹，鼓舞士气、提振精
神。同时，各镇、办分指挥部加强了巡堤查
险力度，做到堤脚百米拉网查、百米以外定
时查、井沟塘堰重点查、店面结合全面查，
确保公堤安全。

四邑公堤咸安段加强防范
本报讯 特约记者童金健、通讯员王

立志报道：17日上午8时，赤壁市新店镇土
城村5组，村民周振华驾驶着旋耕机在刚
抢收完的稻田里，耕田平整。

“趁这几天晴好天气抓紧时间恢复生
产，70亩早稻已基本抢收完毕，准备马上
抢种晚稻。”周振华说。

连日来的强降雨，造成赤壁市城乡不
同程度受灾。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53万
亩，水稻绝收61979亩，其它农作物绝收
23021亩。

早在4日上午，该市农业部门就组织了5
个专班，冒着大雨来到各乡镇调查灾情，指导
农户开展生产自救。目前，该市恢复农业生

产工作已全面启动。
为了把农业损失降低到最低，该市农

业部门103名技术人员深入灾区，帮助农
户因地制宜补种改种。

同时，该市对需要改种补种的重点区
域，进一步核查改种补种面积、需要的作物
种类及种子数量，全力做好救灾种子供应
工作。目前，已调运水稻种子815918斤，
玉米种子11466斤，黄瓜、快菜6号、大白
菜、萝卜等品种蔬菜种子7265斤。

据了解，该市已累计组织3.8万人次
开展农业生产自救，已补种水稻3800亩、蔬
菜4000亩，扶苗洗苗7.2万亩、追肥20.1万亩、
防治病虫害30.5万亩。

赤壁灾后抓紧改种补种

为了117人的温暖大家庭
———通城灾民集中安置点探访

记者 姜明助 特约记者 刘健平 通讯员 罗全新

省政府督查组来咸

开展环境保护综合督查
本报讯 记者邓昌炉、通讯员邹晓伟报道：昨日，

由省交通厅总工程师姜友生带队的省政府督查组来我
市，开展为期一周的环境保护综合督查和重点行业专
项执法检查。副市长周勇出席督查动员会并介绍我市
环保工作。

督查组将通过实地检查、问卷调查、查阅资料和座
谈等方式，全面督查我市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贯彻落实
情况、突出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
况、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全省环境保护执法
检查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今年来，我市强化理念先导，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强化隐患排查，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强化责任
落实，切实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环境整治，切实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但我市在大
气污染防治、湖泊水质保护、农村环境监管等方面，依
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周勇表示，我市将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市建设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新《环保
法》，全面实施“八大重点工程”，加强规划引领源头管
控，完善防控和管理机制，切实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绿
色崛起。

市委组织部在抗洪救灾一线

考察识别干部
本报长江防汛前线指挥部电 见习记者马丽娅报

道：连日来，在长江干堤四邑公堤、斧头湖、西凉湖等
地防汛抗灾一线，总能看见市委组织部领导干部忙碌的
身影。每到一处，他们都直奔防汛抗灾现场，仔细察看
灾情，察看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防汛抗灾中发挥作
用情况，了解各级干部在防汛中的表现情况。

据了解，12日，省委组织部印发《关于在防汛抗灾
救灾中加强干部考察识别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面
考察、准确掌握干部防汛抗灾救灾表现情况，真正把那
些一心向党、一心为民，不计个人得失、不惧自身安危，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的好干部及时
发现出来。对在防汛抗灾中表现优秀的，予以表彰激
励；对表现特别突出的，综合考虑一贯表现和工作需
要，大胆提拔使用，努力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接到通知后，市委组织部第一时间组织两个工作
小组，驻点市防指和长江防汛前线指挥部，深入抗洪一
线考察和识别干部，挖掘涌现的先进典型。

市公安局召开

向徐建军同志学习动员会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张恒报道：21日，

市公安局召开向徐建军同志学习动员大会，号召全市
公安机关广大干警深入学习徐建军同志的感人事迹，
学习他不忘初心、勇挑重担，恪尽职守、夙夜在公，刻苦
钻研、学以致用，严以律己、淡泊名利的精神。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胡甲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胡甲文指出，要充分认识学习徐建军先进事迹的
重要意义，向徐建军同志学习，是时代的召唤，是群众
的期盼，是强警的需要。要深刻理解徐建军先进事迹
的精神实质，要学习徐建军同志始终如一的执着追求，
争当公安队伍的“排头兵”；要学习徐建军同志刻苦钻
研的敬业精神，争当平安咸宁的“螺丝钉”；要学习徐建
军同志无私奉献的公仆情怀，争当服务人民的“孺子
牛”。

胡甲文强调，要全面推进徐建军精神在咸宁公安
开花结果。广大公安干警在思想认识上要向徐建军看
齐，在本职岗位上要不断发力，全警要立足本职岗位，
围绕当前大局，发扬英雄精神，每个人都要守好自己的
岗位，尽心尽责，齐心协力，以个人业绩的小进步推动
公安事业的大发展，要把徐建军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
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向前推进，追求卓越，树品牌、建特
色、创一流。

恢复重建
18日，通城县沙堆镇堆山村村民在修

复水损公路。为保障受灾地区群众出行安
全，连日来，通城县千方百计组织资金和劳
力，对水毁路桥全面进行恢复重建，确保年
内完成修复任务。

记者 袁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