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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24～25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多云到晴；26日，受倒槽影响，阵雨。具体预报如下：24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24～31℃；25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22～33℃;26日：阵雨，偏北风1～2级，24～30℃。相对湿度：50～90%

靠技改赢得市场
——走进湖北中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黎志远

虽是盛夏时节，但湖北中健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定邦却一刻也没
闲着。除了参加各种业务活动，隔三岔
五就往崇阳县内的贫困村跑。

去贫困村干啥？原来，汪定邦是以
企业家特有的视角，将生产卫生材料纱
布的车间建到村头，帮助贫困劳动力实
现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增收脱贫。

2004年，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重
新成立的湖北中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面对下岗职工上访不断、技术人员流
失，企业面临无工人、无资金、无原料、
无订单、无安全生产生活环境的“五无”
状况，汪定邦一方面主动与员工交心谈
心，争取员工的信任和支持；一方面前

往全国各地，拜访曾经与企业有过业务
往来的老客户，巩固销售市场，并通过
让利销售的方式争取一批新客户。同
时，抢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积极
拓展国内市场，仅用3年时间，就在武
汉等省会城市设立37个终端销售点或
办事处，建立起完整的销售网络，成功
与21家医药公司、10家省级以上大医
院建立了销售业务，年成交额达2000
万元，并成功在德国、意大利、韩国和中
东、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开发出13个外销
市场，年新增销售额3300万元。

没有质量就没有市场。汪定邦深
知产品质量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为提升公司竞争实力，3年间，他

先后整合2300万元资金，不断加大技
术改造力度、扩大产能，新上了先进的
喷气式织机和整经机等配套设备160
台套，以及先进的手术片、纱布片全自
动折叠机35台、吸塑包装机6台。其
中，新上的环氧乙烷灭菌器，使产品在
生产过程中实现一次性灭菌消毒。

2014年，为扩大生产规模，该公司
一方面融资1000万元，在崇阳经济开
发区新建生产基地；一方面投入5000
余万元，对厂房、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形
成从坯布织造、脱脂漂练、成品加工、自
动包装，到ETO灭菌的现代化流水作
业，实现年产医用脱脂纱布2亿米。生
产的“崇强”牌医用敷料系列产品，成功

入选“湖北省名牌产品”，畅销欧洲、美
洲、中东、东南亚和台湾、香港等30多
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的目标是，让员工入企如进
家，时时处处感受到企业的温暖。”该公
司党总支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刘德良告
诉记者，为解除员工后顾之忧，该公司
不仅每年拿出400余万元，为近800名
员工购买养老保险，还先后在谭家村、
白露村、神口村、铺前村、茅井村、大市
村、独石村等地建起扶贫车间，吸收近
300名农村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毛本
波报道：“你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抓得
怎么样？”“ 是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在选人用人方面是否存在问
题？”……近日，咸安区纪委派驻区人大
机关纪检监察组前往区妇联开展监督，
了解相关工作情况。

这是该区纪委组织派驻纪检监察
组实行驻点办公，强化监督执纪的一个
工作缩影。

该区纪委派驻区人大机关纪检监
察组组长陈峰说，所谓“驻点办公监
督”就是针对纪检监察组常驻区人大机
关，导致平时对其他监督单位情况缺乏
实时掌握，给日常监督造成一定影响的
实际，采取每月轮流驻点办公5至7日
的办法，对其他非常驻单位开展“贴
身”监督，确保对入驻单位领导班子成
员、中层干部和二级单位负责人的监
督不“断档”。

“驻点办公”期间，各派驻纪检组
通过参加和列席驻点单位的重要会
议，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汇报，查阅
相关会议记录、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
开展个别谈心谈话、实地走访调研和召
开座谈会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同时，
结合各单位工作实际，对涉及“三重一
大”事项、惠民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工作
情况进行了解，协助推动问题解决落
实。

截至目前，该区纪委各派驻纪检监
察组已先后开展驻点办公21家，发现
问题42个，督促整改19个，正在调查
处理23个。

“这种‘嵌进去’监督、坐下来‘问诊’，
有效发挥了‘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
促进了监督单位政治生态持续改善。”
该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
推动“驻点办公监督”全覆盖，确保各派
驻纪检监察组真监实督。

“嵌进去”监督 坐下来“问诊”

咸安给派驻监督装上移动“探头”

为进一步改善我市城区环境质量，加
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倡导文明祭
祀新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湖北
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咸宁市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大力倡导文明祭祀。大力提倡和
推广“鲜花祭祀”、“网上祭祀”、“家庭追思
会”等文明祭祀方式，特别是党政机关党员
干部、工作人员要带头，积极营造“破祭祀陈
规陋习，树祭祀文明新风”的浓厚氛围，切实
改变不顾公共利益的不文明祭祀陋习，争做
文明市民。8月21日至8月26日期间，各级
各部门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明祭祀宣

传。8月23日至8月25日，市突出环境问题
整治工作指挥部将组织市公安局、市民政
局、市环保局、市城管执法委、咸宁高新区、
咸安区政府等组成联合执法组，对违反规定
占道经营祭品和进行祭祀活动及时进行劝
阻、制止和执法，市“两报 两台”全程参与宣
传，对不听劝阻的行为予以曝光。

二、严禁焚烧垃圾、冥币、燃放鞭炮。“中
元节”期间，严禁在城区内主次干道机动车
道、人行道和绿化带、背街小巷、城区公园、
淦河河边等公共场所撒石灰、烧冥纸和其它
祭品、燃放烟花爆竹等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和
大气环境质量的祭祀活动。严禁占用城市
道路（公共场所）摆摊设点经营香、蜡烛、钱
纸等祭品，祭品经营一律进店入市。单位、
小区居民生活垃圾应按要求倒入指定的垃

圾收集容器中，严禁在露天场地或公共垃圾
收集容器内焚烧树叶、垃圾或其他废弃物，
严禁在道路或公共场所抛撒、焚烧物品。

三、依法查处违规祭祀和焚烧垃圾行
为。在联合执法过程中，对不听劝阻，占道
经营祭品或在禁止从事不文明祭祀活动的
区域内撒石灰、烧香、烧冥纸、烧蜡烛、燃放
烟花爆竹的，由当事人立即予以清理，并按
《湖北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由
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以警告、1000元以下
罚款；因祭祀活动损毁城市公用设施的，责
令当事人修复或照价赔偿，拒不修复或赔
偿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对妨
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不

听劝阻，在露天场地或公共垃圾收集容器
内焚烧树叶、垃圾、或其他废弃物，或在道
路、公共场所抛撒、焚烧物品的，责令当事
人及时予以清理或清除焚烧的垃圾，并按
《湖北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处以
警告、200元以下罚款。对不听劝阻，在道
路或公共区域乱搭乱建、乱停乱靠、乱摆乱
设、占道经营等妨碍城市市容行为，责令当
事人及时予以清理或恢复原状，并按照《湖
北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予以处
罚，对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
规祭祀的，一律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按
照有关规定处理。

特此通告。
咸宁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18年8月20日

关于严禁在市中心城区燃放鞭炮、焚烧冥币、焚烧垃圾的通告

民营企业看亮点 ②

本报讯 记者王恬、实习
生陈梁、通讯员孙浩报道：8月
23日，市委第四巡察组在市文
新广局召开巡察工作反馈会，
反馈巡察发现问题，并就如何
开展整改提出明确要求。

巡察组要求，市文新广局
党组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和省、市委对巡视巡察
工作新要求上来。要强化政
治担当，压实整改责任，形成
整改合力，强化追责问责。要
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统筹，制
定整改工作方案，坚持严的标
准不降、严的尺度不松、严的

力度不减，坚决把巡察整改落
到实处。

市文新广局负责人表示，
将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
措施，抓好巡察反馈意见的整
改落实。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
案、细化整改措施，强化跟踪督
办，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整改
落实。同时，深刻反思问题产
生的原因，认真剖析深层次的
根源，准确把握问题症结，精准
发力，一抓到底，确保件件有落
实、事事有回音，切实把巡察整
改与落实党组主体责任结合起
来，推动文新广事业提质、增
效、进位、创新发展。

市委第四巡察组

向市文新广局反馈巡察情况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
讯员黎碧波报道：8月23日，市
委第四巡察组在市体育局召开
巡察工作反馈会，反馈巡察发
现问题，并就如何开展整改提
出明确要求。

巡察组要求，市体育局要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市委对巡视巡察工作的新
要求上来，要深化认识抓整改，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着力提升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
压实责任抓整改，充分发挥局
党组在整改工作中和核心作

用，主动承担整改工作责任，做
到真认账、真整改；要标本兼治
抓整改，紧紧抓住重点问题和
主要矛盾抓整改，着力建立长
效机制，坚决把巡察整改工作
落到实处。

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将
坚持从讲政治、讲党性的高度
提高对反馈意见的认识，以最
坚定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抓
好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
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并不断巩固整改成果，切实把
巡察结果转化成为推进体育强
省建设咸宁实施的强大动力。

市委第四巡察组

向市体育局反馈巡察情况

本报讯 记者李嘉、特约记者刘建
平、通讯员杜楼兵报道：8月20日，通
城县大坪乡内冲村通村公路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冒着高温修筑路基。

大坪乡内冲瑶族风情村美丽乡村
公路项目全长5.8公里，采用黑色沥青
铺设路面，包括东冲水库至内冲村委会
2.8公里，东冲水库至高速公路接口3

公里，设计路基宽7.5米，路面宽6米，
计划9月份完工。

今年来，该县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扎实推进乡村旅游、乡村振兴和精准扶
贫融合发展。按照“政府主导、市场主
体、乡镇主责、专班主抓”的建设模式，
依托马港镇界上村东山屋场、麦市镇冷
塅村沉锣湾月季庄园的试点项目建设

取得的成功经验，推动内冲村、花墩村、
坪山村、陈塅村、九房山村、七里村、清
水村、油坊村、高冲村、左港村、彭塅村、
横冲村、梅港村、荻田村、沙堆村等15
个美丽乡村示范点建设。并已完成了
13个美丽乡村示范点的规划设计和评
审工作，将于6月底前全面开工。

该县农办主任刘从洋告诉记者，从

第三季度开始，该县将投入12.8亿元，
支持15个村（社区）开展民宅立面改
造，修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公共厕所、
文体广场，以及完善村庄周边道路，开
展绿化、亮化、景观、河道整治、垃圾处
理等配套工程建设，力争在2020年建
成使用，以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
境，扮靓美丽村湾。

完善基础设施 扮靓美丽村湾

通城着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红色文化
扮靓小区

21 日，崇阳县路口镇宜民佳苑小
区的“红色文化墙”，吸引路人驻足观
看。

该小区是路口镇雨山村易地搬迁
安置点。镇政府以此为阵地，打造以
党史教育、红色知识为重点的“红色文
化墙”，旨在将“红色文化”融入到群众
日常生活中，让红色基因永葆活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黎志远 吴邦正 摄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报
道：23日上午，市委常委、咸宁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良锋深入
横沟桥镇、官埠桥镇，调研高新
区三期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和
河湖库长制落实情况。

杨良锋实地察看了高新区
三期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施工
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和主
体工程进展情况，并仔细察看
了横沟河、官埠河、牛栏河治理
情况。他要求，要坚持高标准
落实施工要求，确保施工安全，
推动项目高质量、快速建设。
要组织好横沟桥镇区雨污分流
管线工程建设，扎实开展横沟

河岸线治理、河道清淤扩挖、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生活污水治理、水生态
修复治理等综合治理工作。

杨良锋要求，要认真摸排
官埠河上游污水直排、企业偷排
情况，加快牛栏河上游黑臭水体
治理，加紧对现有漂浮物、杂草
的清理，加快牛栏河黑臭水体治
理项目建设进程，推进沿线河道
清淤、结网拦网拆除等。各相关
部门要强化责任，协同配合，制
定详细的问题清单，拟定具体工
作措施，狠抓落实，确保早日实
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宜
居、自然”的建设目标。

市领导调研河道综合治理工作时要求

加快污水处理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
记者童金健、通讯员李瑞丰、阮
先强报道：22至23日，我市宗
族祠堂专项整治现场推进会在
赤壁召开，要求进一步加强对
宗族祠堂的规范化管理。副市
长汪凡非出席会议。

汪凡非强调，要严格规范
宗族祠堂建设，加强宗族祠堂
活动的监管，积极引导，合理合
法利用宗祠场所，建立健全的
管理体制和部门联动机制，还
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整合力
量、齐心协力确保各项宗族祠

堂管理工作落地生效。
与会人员参观了余家桥乡

余家桥村何氏祠堂及洞口村李
氏祠堂。近年来，赤壁成立专
项治理领导小组，坚持祠堂违
建查处到位、宣传到位、党员干
部带头落实到位，坚决刹住农
村滥建乱建宗祠歪风。充分发
挥宗族祠堂的文化宣传教育功
能，将宗族祠堂打造成为先进
思想文化传播的主阵地，成为
党组织领导下传承文化、崇德
向善的“文化礼堂”和“文明殿
堂”。

我市召开宗族祠堂工作现场推进会

加强对宗族祠堂规范化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沈一鸣报
道：连日来，崇阳县金塘镇葵山
村至畈上村公路沿线，机声隆
隆，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

该公路全长9.5公里，沿线
共有5000余村民。该路始建于
60年代初，当年是金塘镇连接
崇阳县城的一条必由之路，后
因修建青山水库，切断了青山至
河坪的路段，使该路段变成了乡
村公路。多年来，该路因未列

入全县公路养护之列，致使路
面坑坑洼洼，行路难成了制约
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修好这条民心公路，该
镇在县交通局的支持下于7月
启动路基建设，计划对该公路
按到二级旅游公路标准修建，
并全部刷黑，完成路面降坡改
直后达到路宽9米，实现与柃蜜
小镇对接，成为幕阜山旅游公
路的组成部分。

崇阳金塘镇修建民心路

缓解群众出行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