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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一线督进度，现场协调解难
题。

12日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丁小强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
咸宁高新区检查项目建设情况，现场办
公为企业排忧解难，与企业共谋发展之
道。

丁小强首先来到合加环境公司检
查环卫车改扩建项目。该项目主要是
调整现有生产车间布局，新增年产
6000 辆环卫车。目前，项目发改备
案、环评和设计已完成，土地证、用地规
划许可已办理，正在进行桩基施工。丁
小强要求，要抓紧推进项目进度，抢占
新能源环保汽车市场。同时，要布局好
售后服务网点建设。

杰士邦二期是去年第四季度全市
集中开工重大项目之一。投产后，杰士
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全球总部中心落
户咸宁，年产30亿只安全套。丁小强
来到项目二期建设工地，督办项目建设
进度，叮嘱企业高质量抓好厂房建设，
抓好产品研发。

海威复合材料项目工地上，机器轰

鸣，一派繁忙。该项目由咸宁海威复合
材料制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主要生产
军用复合材料设备。丁小强向项目负
责人询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求咸宁
高新区为重点企业做好上门服务，为项
目顺利投产做好保障。

咸宁高投集团通过收购闲置资产
投资打造双创产业园，项目投资总额约
10亿元，旨在完善配套设施和优化投
资环境，招商引进科技企业。目前，双
创产业园已引进波利玛塑料制品、宏捷
电智能终端、科控柔性显示板等项目。
双创产业园满园之后，年产值约10亿
元。

走进双创产业园，丁小强详细了
解招商入驻的企业基本情况，察看企
业研发的产品，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一
起研究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等情
况。他要求，要抓好产业转型升级，加
大科研力度，谋划好智能冷链物流企业
上市。要争取省直相关部门政策和项
目支持，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
谋划长远，预留发展空间。要规范工
程建设秩序，确保工程建设项目安全、

廉洁、高效运行。要抓好厂房规划建
设和节能环保理念运用，打造公园式
高新区。

金砖药业湖北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销售原料药，小容量注射剂、片剂、颗粒
剂、硬胶囊剂产品以及货物进出口贸
易，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产。丁小强
鼓励企业负责人抢抓机遇，尽快建成投
产，尽早见效。

丰野新型处理剂生产项目主要生
产和经营镀锌用无铬钝化液、镀锌用无
铬耐指纹液、硅钢绝缘涂层液等金属表
面处理剂，目前建设进度稍慢。丁小强
走进项目工地，要求施工方抢抓晴好天
气，抓紧推进项目进度。

金仕达水刺无纺布项目拟投资2.4
亿元，主要进行医疗水刺无纺布生产。
目前，主体车间已封顶。项目建成达产
后，年产值约为2亿元。丁小强要求，
高新区要进一步创优环境，大力发展总
部经济。

总投资10.1亿元的和乐门业项目
主要进行智能钢质门系列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去年3月开工建设，计划

今年10月投产。丁小强与企业负责人
交流，叮嘱他们在产品种类和智能化上
下功夫，进一步对接市场新需求。

在香城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丁小
强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反映的困难和
问题，现场办公要求高新区管委会统筹
研究、协调解决。

在横沟科学城，丁小强察看了科学
城总体规划、咸宁高新区“多规合一”综
合发展规划图。丁小强强调，市委市政
府决定按照产业融合、产城一体、生态
宜居的理念，打造横沟科学城，进一步
盘活存量、做大增量。横沟科学城的产
业业态，要以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
服务业为主。要坚持镇、区（横沟桥镇、
咸宁高新区）一体，明确项目实施主
体。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要提前配套
到位，抓好硬软件建设。要发挥科学技
术支撑和引领作用，将横沟科学城打造
成为咸宁新的增长极。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市
委常委、咸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良
锋，咸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福卿参加
检查。

日前，由市纪委牵头组织的
全市“学报告、学党章”及学习

《宪法》、《监察法》知识竞赛市直
初赛活动拉开了帷幕，市直68支
代表队近400名选手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其中，每一个队的一
号选手是一名副县级领导干部。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让关键
少数担任一号选手，在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
治这三大攻坚战中，还有一批
关键少数冲锋在前。这些都是
让一号选手露一手的生动体
现，这些都是坚持领导干部带
头学带领干的鲜明导向。

过去，一些单位的政治学
习中存在一种怪现象，个别领
导的体会文章由笔杆子代劳，
学习笔记由身边人效劳。这是

官僚主义的隐形变异。
在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

宣教月活动中，全市各级各单
位负责人带头讲廉政党课，带
队参加警示教育，率先完成《监
察法》知识测试，积极当好知识
竞赛的一号选手。这是勤于学
习的以身作则，这是严以修身
的身先士卒。

善 于 学 习 者 ，必 勇 于 实
践。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在生
产生活中，让关键少数担任一
号选手是作风建设的新方向，
让一号选手露一手是马真精神
带来的新气象。

让一号选手露一手
○ 柯建斌

杨梅熟了
9日，赤壁市余家桥乡丛林村杨梅

基地内，游客在采摘杨梅。近年来，余
家桥乡因地制宜流转土地1.8万亩，大
力发展丰水梨、水蜜桃、枇杷、杨梅、蓝
莓等水果种植业，实现年产值 2000 万
元，带动了当地一批农民脱贫致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刘敏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12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防汛抗
旱工作安排和天气情况。

新闻发布会上，市防办、市
气象局有关负责人现场回答了
媒体代表们提出的今年防汛抗
旱气候形势如何、防汛的薄弱
环节在哪里和下一步的安排部
署等问题。

据了解，根据前期气候背
景分析，预计今年主汛期6－8
月总雨量为500mm左右，较历
史同期偏少2成左右，发生伏旱
的概率较大。

为夺取防汛抗旱救灾工作

胜利，市委市政府立足于防大
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提
前进行了安排部署，确保实战

“一不三无”目标，严格落实以
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
抗旱工作责任制，扎实开展防
汛减灾工程建设、防汛检查和
防汛培训演练并全面落实了应
急保障措施。

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
台、楚天都市报、咸宁日报、香
城都市报、咸宁新闻网等省市
内媒体记者代表和市人社局、
扶贫办、住建委、环保局、农业
局等相关单位联络员参加会
议。

我市召开防汛抗旱工作和
天气情况新闻发布会

牢记殷殷嘱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扑下身子抓落实
——丁小强在咸宁高新区检查项目建设侧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通讯员 李朝阳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 6月12日，
我市召开计划生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通报
2017年度全市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
评情况，交流工作经验，表彰工作先进，部署
我市计生工作。市委副市记、市长王远鹤在
主会场主持会议并讲话。

王远鹤指出，卫生计生是直接关系每个
人生命安全和千家万户幸福安康的重要工
作，备受群众关注。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把握
转型方向，以“三个不变”为基础，向“三个转
变”精准发力，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
政策配套衔接，全面提升卫生计生治理能力。

王远鹤要求，要全面落实新时期计生工
作新任务。各级各相关部门要针对人口变动
态势，做好超前谋划和改革创新，健全生育服
务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引导生育水平提升
并稳定在适度区间，把提升群众获得感作为
推动计划生育转型发展的检验标准，逐步完
善配套政策，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水平，切实增
强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积极应对人口老
年化问题，真正使计划生育成为惠及亿万家
庭的民生事业。

王远鹤强调，要压实责任，努力开创全市
计生工作新局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坚持计生工作目标责任制管理不动摇，进
一步聚焦工作重点，加大计生事业投入，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明确
工作责任，继续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建
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合力；要加强考核管
理，继续坚持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形成责
任倒逼、目标倒逼，坚决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到
实处。

电视电话会上，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张方胜宣读市委、市政府关于2017年度全
市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评情况的通
报，副市长刘复兴作计划生育工作主题报告，
市人社局、咸安区、嘉鱼县鱼岳镇分别作交流
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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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在隽水河上，一只游船在波
光里巡游，船上有人不时用竿网捞起漂
浮的垃圾。

这是隽水河史上第一艘“豪华
艇”。它既非旅游观光，又非打鱼网虾，
专业功能却是“捞垃圾”。

船主人谁呀？
刘卫国。
通城人给其一个绰号：“公益达

人”。

隽水河驶来了第一艘船，浪花里飞
出环保歌

“依呀依呀咧！弯弯扭扭的隽水
河，点把清嘞……”通城人都会这首耳
熟能详的《亲亲隽水河》，优美的旋律勾
起了万千游子对家乡的眷恋。

隽水河还是那条河，还是那样扭扭
弯，可不知怎么就变成了脏水河、垃圾

河。母亲河在呻吟，通城人也羞于唱这
支歌了。

57岁的刘卫国是通城县四庄乡龙
潭洞村人，城北双龙路液化气站业主。
近两年县里启动“文明、卫生、生态、平
安”城市创建，他萌生了做公益环保的
想法。

2017年3月，刘卫国赴广西桂林，
自费 3 万元购买一艘游船，并花费
2000元将船运回通城。

这是隽水河上游第一艘游船，船高
2米、长9米、宽2.4米，船上挂着火红的
灯笼，配备了救生衣、救生圈等安全设
施，行游在隽水河上很是惹眼。

“刚买回来的时候是艘汽船，发动
机噪音很大，还冒着黑烟。”刘卫国认为
噪声、黑烟“不环保”，就在船上装上电
动推进器，实现“零排放”。

刘卫国的游船首次试水时，大家纷

纷猜测：这么好的一艘游船，肯定能赚
不少“票房”吧？

令人没想到的是，每到隽水河涨
水，刘卫国驾驶游船，一面用长竿、网兜
打捞河面漂浮垃圾，一面用自购的音响
设备播放禁鞭、禁麻、禁赌、禁毒等政府
公告和政策法规，呼吁市民保护母亲
河，建设文明城。引得两岸居民好奇围
观，点赞一片。

“以为他花这么多钱买艘船回来搞
观光游览赚钱创收，没想到竟用来打捞
垃圾，当时真是很生气。”妻子王俊霞回
忆道。

做好事这么受关注，王俊霞最终还
是被“同化”了。王俊霞跟随丈夫上船
打捞垃圾，忍着熏人的臭气和蚊蝇叮
咬，一点一点地将河面垃圾清理干净。
晚上，他们自备茶点，播放音乐，为市民
免费提供船上观光服务。

为了不影响市民休息，刘卫国将游
船运行时间定在晚上6点至9点，并积
极邀请游客乘船游览，体验公益活
动。

“让大家感受母亲河的美丽，唤醒
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不往河里丢垃
圾。”刘卫国说。

在他的带动和宣传下，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到保护隽水河行列中来，已有十
几人轮流开船，打捞河面漂浮物，义务
宣传环保。

如今，刘卫国的游船成了隽水河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不仅吸引了众多市
民驻足观赏、登船游览，周边居民往河
里随意丢垃圾的现象大幅减少。

“依呀依呀咧！……”望着日渐清
亮的河水，刘卫国哼起了久违的隽水
谣，脸上泛着浪花般的笑。

（下转第六版）

“公益达人”刘卫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文景 李嘉

6 月 12 日，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左）与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
会晤。 新华社发

（相关报道见第六版）

朝美领导
人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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