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干部”的25声“嘶吼”
咸宁市税务局挂牌国旗班每完成一

次完整的升旗仪式，需要约220个步子、
25次口令，也就意味着每一次演练，领队
李洋樊都需要伴随200多次抬腿并且声
嘶力竭地吼上25嗓子。

在接到赶赴嘉鱼急训通知的当天，
李洋樊因为热感冒加之嗓子发炎肿胀
正在医院挂吊瓶，说话、咳嗽的声音已
经变得轻细沙哑，医生叮嘱他多喝热
水，不要大声说话。但是作为7月5日
咸宁市税务局挂牌升旗仪式的“老队

员、老号手”，又是本次嘉鱼国旗班的
领队兼号手，这个时候他决不退缩！

国旗班训练虽然辛苦但并不孤
单，时常有领导和同事为他们驻足，

“小伙子中气很足啊！”“你们请的是武
警部队吧，口号喊得这么响亮”“那位

‘兵哥哥’的破音简直太帅啦”。每次
听到这样的赞许，李洋樊就似乎忘了
已经沙哑肿痛的嗓子，喊得更有劲儿
了！但是喊归喊，为了时刻保护好嗓
子，每次训练他都会带上泡满胖大海

的保温杯。每当训练休息间隙，他就
第一时间走向他的保温杯，队友们都
调侃他是“老干部”。

“全体队友，立正，向右看齐，向前
看，原地踏步走，前进，一二一，正步
走！”每一遍发自内心的25声嘶吼，李
洋樊都希望吼出国旗班的飒爽英姿，
吼出国旗护卫队的精神和气质，吼出
咸宁税务的声音和形象，吼出新一代
税务人的蓝色梦想和希望！

伴着7月的骄阳，咸宁市税务局一

支7名队员组成的国旗班，整齐划一地
行走在嘉鱼县税务局广场上，铿锵有力
的口号声，稳健清脆的脚步声，宛如鹰
击长空、破晓晨曦的声浪，又如同紧锣
密鼓、蓄势待发的战备号角，昭示着新
的一天已经到来！为了这一天，他们
风雨兼程，披星戴月，挥汗如雨。为了
这一天，他们舍弃小家，众志成城。

“向国旗，敬礼！”7名队员目光坚
定、上身挺直、五指并拢集体向国旗
庄严敬礼。看到五星红旗伴随国歌冉
冉升起的那一刻，每一位队员心中满
是骄傲、自豪和欣喜：我们是新税务机
构改革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

爸爸的“熊猫背”

咸宁市税务局挂牌国旗班成员刘
光龙刚从浴室出来，儿子就叫着：“爸
爸，爸爸，每次说我不好好洗澡，看你的
脖子，还是黑黑的都没洗干净。”

还真以为没洗干净，刘光龙赶紧
脱下上衣对着镜子照了照，原来是这
段时间训练晒出的“成果”，他自豪地

对儿子说，“这个啊，是爸爸这几天换
来的‘勋章’哟！”孩子凑近他身边嗲
声嗲气地说：“爸爸，你身上怎么有那
么多种颜色啊，脸蛋是红的，胳膊是
黑的，还有白头发，你是熊猫吗？”刘
光龙一把搂过儿子“你个熊孩子，让
我看看你是几种颜色的熊仔子。”“都

几点了，你俩还疯啊，快去睡觉，让你
爸好好休息休息！”刘光龙的爱人命
令道。“不嘛，不嘛，我要奖励熊爸爸
一颗白巧克力,让他熊猫背变白一
点。”

几天训练下来，脸颊、脖子、臂膀
上黑白分明的色阶，已成为挂牌国旗

班成员的标配。为了更好地达到训练
效果，他们的训练场地没有选择空调
活动室，而是选择实地现场操练。嘉
鱼县持续几天近40度高温，队员们都
在咬牙坚持、相互鼓励、从未退缩。训
练之初，他们都在调侃国旗班90后成
员邱淼洋携带的防晒霜，后来成为大
家的抢手货。“我们一群大老爷们抢着
涂防晒霜，不是为了增白，只是为了避
免晒伤！”

亏欠的婚约
7月18日，可能对于万千大众来

说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咸宁市
税务局挂牌国旗班成员陈俊琪来说，
却是极其重要的时刻。

因为这一天，是他和女友订婚的
日子。11时 30分，正当订婚仪式进
行时，突然手机铃声响起，电话的另
一头传来咸宁市税务局改革办综合

组负责人冯李林的声音：“陈俊琪，你
好。根据市局统一安排，决定抽调你
到嘉鱼县局参加挂牌升旗仪式，请于
下午4点前到嘉鱼县局报到。”突来的
任务彻底打乱了陈俊琪的订婚计划。
根据女方当地风俗，见完女方家长后
还要接女友回老家过门，次日再亲自
护送女友回家，这样整个订婚仪式才

算结束。
一边是订婚仪式，一边是升旗仪

式；一边是女友及家人，一边是单位和
集体。挂掉电话，陈俊琪陷入了深深
地沉思。女友一眼看出了他的忧虑，
他如实坦白准备迎接一场挂牌升旗仪
式。“没关系，你去吧，我不在乎这些规
矩，我只在乎你心里有我，爸妈这边的

我来解释！”未婚妻的回答让他如释重
负。

12时10分，陈俊琪乘车赶往嘉鱼
县，未婚妻送他上车的那一刻，他再也
无法掩饰内心的愧疚和一直以来对女
友的亏欠，泪水悄然划过他的脸颊。

“媳妇，我欠你的婚约，我用这辈子来
还你！”

15时 45分，陈俊琪到达嘉鱼县
局，与其他国旗班成员会合，立马投入
紧张的训练。

财经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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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全省县
市区税务部门新机构挂牌成立，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
务局联合党委书记胡立升，咸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
亲临嘉鱼县出席挂牌仪式。咸宁市税务局国旗班成员们
见证了嘉鱼县税务局挂牌的这一历史时刻。

7月18日，来自市税务局机关、高新区税务局的税务
干部李洋樊、陈俊琪、刘光龙、罗军、刘琥、邱淼洋、谭伟临
时受命，组建咸宁市税务局挂牌国旗班，赶赴嘉鱼县筹备
参加嘉鱼县税务局的挂牌升旗仪式，他们的故事也因为
这一刻而显得格外鲜活、生动，意义非凡。

▼图为市税务局国旗班成员集体向国旗庄严敬礼

见证历史时刻
——咸宁市税务局挂牌国旗班的故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世栋 查生辉

本报讯 通讯员杨惠春报
道：日前，嘉鱼农商行为湖北金
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贷款
4900万元，弥补了公司流动资
金的不足。

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整合旗下6家钢铁
企业落后产能，实施技术改造异
地减量置换的钢铁民营企业。
日产钢量8000吨，年销售收入
24.8亿元，利润1.1亿元，并解决
当地就业3600多人。

今年以来，嘉鱼农商行准
确把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主方
向，积极服务重点项目、实体经

济。该行按照县委政府 2018
年重点项目计划，全面对接重
大工程，对在建、新建政府重点
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和现有企
业扩充产能的项目，逐企建立
名册，逐项目落实对接县行领
导和支行对接责任人，制订个
性化金融服务方案，开展上门
营销服务，全力满足企业信贷
需求，当好助力企业发展的排
头兵。

据统计，截止7月底，该行
累计发放企业贷款6.81亿元，
支持46家企业发展，有力推动
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嘉鱼农商行

当好助力企业发展的排头兵

本报讯 通讯员程秋生报
道：近日，从通山农发行传来喜
讯，截止6月末通山农发行提
前完成全年营销和贷款投放任
务，成为全市第一个“双完成”
支行。

今年以来，通山农发行认真
贯彻落实省市分行党委工作部
署，坚持以党建统领业务发展，
提升站位，主动作为，资产负债
业务齐头并进。营销审批项目
3个总金额7.3亿元，完成市分
行下达任务的121.7%；累计投

放贷款5.2亿元，完成市分行下
达任务的130%；贷款余额达到
8.9亿元，比年初净增5.1亿元，
实现了再造一个通山支行的目
标；存款余额达到10.7亿元，是
全市唯一一家存差行。

通山农发行通过重点支持
棚户区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富
水湖综合治理、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等民生项目，有力地支持了通
山县域经济发展，扩大了农发行
的社会影响，提升了农发行的品
牌形象。

通山农发行

成为全市第一个“双完成”支行

本报讯 通讯员邵枫报道：
8月4日，中国银行咸宁分行向
咸安区官埠桥镇窑咀村二组个
体工商户余宁宁发放普惠金融
贷款8万元，支持他从事水产养
殖和经营休闲垂钓，解了他的资
金周转难题。

近年来，中国银行咸宁分行
以服务小微企业实体经济为己
任，积极贯彻落实普惠金融政
策，上半年，公司普惠金融授信
余额同比增长10.21%，普惠金
融贷款新增额在省分行名列前
茅。该行从思想认识上高度重

视，进一步优化普惠金融的考核
机制和模式，将普惠金融工作纳
入绩效考核范畴进行量化考核；
全面启动、聚焦获客、项目落地、
广泛宣传中银普惠金融直通车
产品特点和优惠政策；加强客户
维护，做好续贷工作；积极落实
小微企业减费让利政策，减轻小
微企业成本负担。

据悉，今年该行中银普惠金
融直通车系列产品，惠及了24
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共计
带动了130多人次创业或者就
业，实现了政银企三赢。

中银普惠金融惠民生

56 岁的徐阿姨来温泉有大半年
了。她老家在通城县麦市镇，儿子儿媳
在温泉上班，半年前儿媳生了个大胖小
子，她就乐滋滋地来帮忙带孙子。

让她高兴的是，半年来她和儿媳
相处和谐。唯一的矛盾就是，两人理
财观不同。

12日，徐阿姨说，儿媳特别喜欢购
物。家里需要的不需要的买了好多。
儿媳近段时间迷上了吃桃胶，每次炖
一大锅，放在冰箱里，放着放着就坏
了，她就倒掉。儿媳绝对不吃剩饭剩
菜，晚上若有剩菜剩饭，全部倒掉。衣
服看中了就买，不管合不合适，买回来

了也不穿。而化妆品更是放了一抽
屉，还送了不少徐阿姨用。

“这样的事太多了。每次看到她
浪费粮食、无节制地花钱，我就心疼。”
徐阿姨称，她们那代人吃了太多的苦，
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恨不得将一
分钱分成10份来花。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手头上
都有了钱。但徐阿姨认为，勤俭节约、
省吃俭用的传统习惯不能丢，日子还
是要计算着过。

徐阿姨讲了她小时候听到的一则
故事——积谷防饥。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妇人，她

每天煮饭的时候，总是从锅里抓一把
米出来，放到一个特备的米缸中。有
人嘲笑过她这种行为，但她不以为意，
依然故我。

过了不久，发生了灾害，地里粮食
严重歉收，很多人家都揭不开锅了。
但这位妇人家由于有一个特备的米
缸，得以熬过了饥荒。

徐阿姨说，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发
现很多人在有钱时，乱花钱不懂得储
蓄，等到急需用钱时，就没钱。这则故
事，就是告诉我们学习如何规划自己所
赚来的钱，该用的就用，能不用的就储
蓄起来，以防将来不时之需。当危机

来临时，因为已做好准备，就可以高枕
无忧地渡过难关。

然而，在生活中，象徐阿姨儿媳一
样，没有理财概念的大有人在。他们
认为享乐在当下，以后的事情以后
说。或者认为，只有富贵人家或炒股
发达等赚大钱的人才谈得上理财。

但理财专家认为，现在的人，要学
习徐阿姨一辈人勤俭节约的精神，同
时要学会理财。理财是管理财产的学
问，并不是富人才需要，生活中的每个
人都要懂得如何分配每月的收入与支
出，这样才能做到“积谷防饥”，从温饱
逐渐走向小康。

积谷防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没电能充电，凉饭能加热”。16日，
中国建设银行咸宁分行19家支行“劳动者港湾”示范点相继投入运
作。

据了解，“劳动者港湾”是中国建设银行秉持“开放共享，责任担
当”理念而推出的重要服务品牌，主要服务对象是环卫工人、出租车
司机、交通警察、城管、快递员、志愿者的户外工作人员，以及老弱病
残孕等特殊群体。 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邓万平 摄

问：您好，贵医院是一所综合医院，但
却一直被称为“精神病医院”，您怎么看？

答：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医院的认知
还停留在以前，现在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
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开设有内
科、精神科、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科、
传染性疾病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肤
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
科、放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
共有医务人员480余人，其中正高职称16
人，副高职称55人，博士15人，硕士50
人，购置有核磁共振等一系列大型医疗设
备。医院质量管理和医疗服务水平得到
全面提升，争取做到患者更安全，社会更
信任，百姓更满意，久而久之，附二医院作
为一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会被越来越多
的市民所知晓。

问：面对国家医改新政策与百姓日益
增高的医疗服务要求，贵医院会从何入
手？

答：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医院改革和
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要提高医疗服
务的有效性。这个有效性，一方面是缓解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也
是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和促进医院科学发
展的关键。我院将深入进行精细化管理，
打造附二医院的品牌，这是也是医院管理
创新的着力点和发展趋势。

问：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现阶
段公立医院面临着更多深层次的问题和
矛盾。您认为公立医院院长们将会面临
哪些困难与挑战？

答：在新一轮改革的面前，公立医院
需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有：第一，处理
好大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关系。大医
改强调的是三医联动，而三医联动中公立
医院改革是关键，对于院长来讲，公立医
院改革在医改中绝不能拖后腿。第二，公
立医院的改革应该走在前列。因为医院
需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需要解决医

院医疗服务的有效性问题，是需要靠医院
机制改革与创新来驱动的。第三，。医疗
服务的有效性说到底还是要通过医务人
员的服务来实现。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
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医院管理，在医院管
理中，则需要通过绩效和薪酬等手段来更
好实现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问：听闻贵医院最近在大楚城开展了
一系列的义诊活动，对于这样等社区的公
益活动您怎么看？

答：我院自2012年以来，克服了院内
工作繁忙，人员紧缺等诸多困难，每年组
织医护人员义诊达到数十次，为老百姓提
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从中受益的人数每年
高达万余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
动，让身体不便的居民能享受到足不出户
的免费医疗与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
知识水平，增强居民的健康保护意识，更
好地解决了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答记者问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 0715-8102639（急诊）

咸宁市商贸（成品油）
安全生产大检查举报电话

为严厉打击成品油经营中违法违规行
为，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
商贸（成品油）安全生产大检查。

为方便群众对各类非法加油站（点）、非
法流动加油车（船）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
进 行 举 报 ，现 公 布 举 报 电 话 0715-
8218928。

咸宁市商贸（成品油）
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

遗失声明
湖北鑫九龙钙业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

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湖北海悦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章

一枚，特声明作废。
湖北中惠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遗失

行政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湖北地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行政公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湖北润兴龙矿业有限公司遗失行政公

章一枚，特声明作废。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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