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孙睿报道：“全新的滤池、
沉淀池已全部建成，目前正在配套建
设一些绿化项目。”元旦前夕，在赤壁
市柳山湖镇柳山湖水厂改扩建工地现
场，水厂内外，焕然一新。

水厂负责人蒋立启告诉记者，由
于设备老化等原因，有时会出现水压
不稳等现象，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这
次改造升级大大提升了供水质量。

赤壁市现有总人口53.5万人，其
中农业人口39.79万。近年来，该市坚
持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作为补齐乡村
振兴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围
绕“户户通自来水、人人饮放心水”的
目标，大力实施巩固提升建设，让全市
老百姓真正喝上安全、优质的干净水。

2016年，省政府出台《关于巩固提
升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意见》。为着

力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去年以来，
赤壁市把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作为
重要民生实事来抓，计划 2018 年至
2020年投资9536万元，改扩建、升级
联网、配套改造9个水厂，力争到2020
年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

赤壁市农村饮水办负责人鲍红清
介绍，今年该市计划投资4204万元，目
前按工程进度已拨付资金2600万余
元。以柳山湖水厂为例，供水能力由

3100吨提升至6000吨，不仅可满足现
有供水区域内居民不断增长的用水需
求，还可延长供水半径，扩大供水服务
区域和人口。官塘水厂改扩建工程已
完成，张家坝水厂、柳山湖水厂改扩建
工程正在紧张建设中。

同时，该市加大社会融资力度，如
市三门水厂通过出让水厂经营权，引进
社会资本300万元，解决偏远山区随阳
等4个行政村1万多人的饮水难问题。

9536万元投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赤壁让农村居民喝上干净水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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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4～5日受南支槽东移影响，有一次小到中雨降水过程；6日受偏北气流影响，阴天间多云。具体预报如下：4日：小雨，局部中雨，偏北风1～2级，3～6℃；5日：小雨，偏北风1～2级，3～5℃；6日：阴天间多云，偏北风1～2级，2～6℃。今日相对湿度：80～100%

能人回乡
建基地

2日，咸安区双溪桥镇杨堡村生姜
基地，30亩生姜喜获丰收。

基地负责人吴海兵曾在外从事过
多种工作，在安徽、江苏、山东等地考
察后，和合伙人成立了咸宁致远种植
专业合作社，去年2月试种生姜30亩，
目前已收获 23 万余斤，不愁销路。据
悉，合作社将在全村发展生姜种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摄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金亚
斌报道：街头堆放的垃圾不见了，随意
倾倒垃圾现象减少了，环境越来越洁
净……元旦前夕，记者走在通城城乡，
感受到城乡环卫一体化带来的变化。

“城区街面垃圾每天及时清运，背
街小巷设立了垃圾集中投放点和专门
的保洁员，环境卫生得到很大改善。”
城区居民纷纷感叹。

在农村，新成立的环卫公司启动
运行，村级扶贫保洁员对农户集中投
放的垃圾进行收集，运往垃圾中转站，

再集中运往垃圾焚烧发电厂。
以前，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标准不

一，邻村之间相互推诿，垃圾搬家屡屡
发生，造成二次污染现象严重，农村生
态环境遭到破坏。

2017年以来，通城县委县政府把
城乡环卫一体化作为破解“二元”结构，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美好家园的一项重
要举措，实现了城乡环卫工作全覆盖。

“环卫城乡一体化，就是将农村和
城市环境卫生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形
式、统一规范进行管理，逐步形成工作

标准化、市场运作化、作业专业化、机
制常态化模式。”县环境卫生管理局负
责人杨金炜说。

去年10月8日，该县城乡环卫一
体化PPP项目正式签约，引进深圳剑峰
公司为代表的项目公司，联合组建友
联环保科技公司。

该项目投资7600余万元，拟建设
城乡垃圾中转站11座，新增环卫机械
设备 217 台，日清扫保洁服务面积
177.3 万平方米，日收集转运垃圾量
293吨，将全面承担城区范围内道路清

扫、护栏清洗、牛皮癣清理、公厕管理
等清扫保洁服务和通城县域范围内城
乡生活垃圾收集及转运服务。

同时，项目还将建设数字化信息
管理平台、垃圾压缩站、环卫车车库、
管理职工休息用房，购置除臭及压缩
垃圾设备、转运车辆，完善道路绿化等
其他附属配套设施。

项目全面实施后，将进一步推进
该县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促进生态环
境建设，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城
乡居民生活质量。

7600万元建设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

通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

“创文”进行中，我市环卫人在做
什么？日前，记者就此进行探访。

185台自动清运车到岗
今年40岁的郭志刚，是温泉环卫

处的垃圾清运司机，负责城区的垃圾
清运工作。每天凌晨4时多，他便上岗
了，一直到下午6时都在车上度过。

“每天最少要清运3车生活垃圾，
有时还要负责城区一些小区的破沙
发、建筑垃圾的清运工作。”郭志刚说。

同时在路上跑的还有咸安城区2
号洒水车司机胡海涛。今年50岁的
胡海涛每天早上5时准时上车，主要
负责107国道、凤凰大道等道路的清

洁工作。
“凤凰社区是咸安城区内片区最大

的区域，我们配备了90人的清扫队伍，2
台清扫车，2台洒水车，3台人工冲洗车，
4台清运车等。”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不断优化环卫清运方式，截止目
前，该局配备了自动化清运、清扫车辆
185台，其中包括清扫车、洒水车、人工
冲洗车、抱管车、路面养护车等，确保更
好地管控街道卫生情况。

1360多位城市美容师上路
永安环卫处环卫工人徐素芬一早

便和同事们一起，将咸宝路路面清扫
得干干净净。徐素芬和她的同事们负

责咸安城区的咸宝路、永安大道、西外
环等区域的清洁卫生工作。

徐素芬说，她和姐妹们加入到了
创文工作队伍中，城市的美丽有她们
的一份功劳，感觉很自豪。

据桑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6年开始，城区卫生清扫、清运工作
全部交由桑宁公司市场化运作。公司
共有1360名环卫工人。

去年11月，我市吹响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集结号，城市美容师们每天披
星戴月，用一把扫帚扫出了城市的文
明，用一个簸箕端出了城市的整洁，每
天清晨，他们会准时准点奏响城市乐
章里的第一个美妙音符。
城区603条小巷26个社区靓起来

元旦前夕，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
愿者来到南昌路社区八一巷，清理巷
子里的杂草和陈年垃圾。下水道、臭

水沟等处，都是他们的身影。此次活
动由市环卫局组织，20名干部职工参
加活动。

据介绍，南昌路社区是温泉城区
片区最大，人口居住面积较大，陈年垃
圾量最多的社区。

据悉，以金桂路为界分为温泉城
区和咸安城区，咸安城区共有365条背
街小巷，青龙、银泉等14个社区；温泉
城区共有238条背街小巷，花坛、南昌
等12个社区。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
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在环卫人的眼
里便是具体到街到巷到社区到居民家
门口，全方位无死角。

去年以来，市环卫局实行精细化管
理和常态化长效考核机制，以整治环境
卫生薄弱区域为重点，开展进社区入街
巷工作，完成卫生死角清理工作，不断
提升城区卫生质量。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时

城市美容师，“创文”路上添光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王永涛 贾志军 廖珣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
讯员江灿锋、王程海报道：挖掘
平整沟渠、铺设污水管道、试运
行调节池……3日，在通山县黄
沙铺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基地，
十几位工人正在加紧施工。

2018年，该县投资2亿余
元，在南林桥镇、洪港镇、九宫
山镇、厦铺镇、闯王镇、大畈镇、
黄沙铺镇、杨芳林乡、燕厦乡、
慈口乡新增10个污水处理厂。

据悉，该县乡镇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严格按照省政府要
求，采取PPP模式、厂网一体化
建设，污水处理厂采用AAO污
水处理工艺，日污水处理设计
规模为7200吨，新建污水收集
管网222.37公里。

据了解，该项目将在春节前
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对乡镇生
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并达标排
放，不仅能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将
大大改善城镇招商引资环境。

通山10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即将完工

日前，通城县五里镇陈谷村村民
反映：手机号很早就实名，且提速到
4G，可在陈谷村，手机信号显示还是
3G，希望主管部门能解决该问题。

2日，记者分别走访了通城电信、
联通、移动三家运营商，对于五里镇陈
谷村没有4G信号的问题，他们给出了
不同的说法。

“电信4G网络已经实现全覆盖，
部分偏远地区可能存在信号弱的问
题，我们会派人去实地查看，积极改善

这种状况。完全没有4G信号的话，可
能受用户手机终端的限制。”中国电信
通城分公司销售部经理黎芳说。

中国联通通城分公司总经理郑洪
波表示，公司的基站信号覆盖率达
90%以上，接打电话没有问题。他说，
部分地区信号覆盖不好，达到一定需
求量，会考虑建设通信基站。

该公司综合支撑部建设维护负责
人潘明亮介绍，陈谷村周边设有樊家
（联通、移动各1座）、圳上、移动程丰4

座通信基站。其中，圳上、移动程丰2
座基站为三家运营商共用。

“4座基站覆盖周边近10个村，每
座基站覆盖方圆150米，离基站越近，
信号越好。部分被高山阻挡的地方，可
能接收不到4G信号，也可能是老人机
收不到FDD信号。”潘明亮解释道。

中国移动通城分公司基站线路维
护站站长龚胜钢介绍，该公司在五里
镇樊家、双港、圳上等村设立了3座通
信基站，拥有6套4G通信设备。

“受地势、地形、房屋密度等因素
的影响，个别没有4G信号覆盖是正常
现象，但可以保证打电话。”龚胜钢说。

该公司项目经理汪峰告诉记者，
公司将派出技术人员实地查看，针对
个别信号弱覆盖的用户，可以考虑申
请手机信号放大器，确保信号畅通。

汪峰告诉记者，该公司计划2019
年建设41座移动通信基站，陈谷村也
在其中之列，建成之后将会有效解决
偏远山区信号不佳的问题。

通城五里镇陈谷村

4G信号何时全覆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本报讯 通讯员张西流报
道：日前，从嘉鱼县河道堤防管理
局传来捷报，继2017年嘉鱼河道
四邑公堤潘家湾管理段成功创建
省级水管单位之后，去年12月，
嘉鱼河道余码头大闸管理处又以
高分通过省水利厅专家组考核验
收。至此，该县连创建两处省级
水管单位。

去年年初，该县启动余码
头大闸管理处创建工作。嘉
鱼县河道局重点抓好组织、安
全、运行、经济“四大管理”；同

时，精心打造河道、湖泊养护
示范段、景观生态段，全面提
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将余码头
大闸建设成工程安全、管理先
进、运行高效、环境优美的美
丽水闸，倾力打造嘉鱼水利工
程新标杆。

为巩固和扩大创建成果，
去年年初，嘉鱼县河道局先从
四邑公堤潘家湾段开始试点，
倾力打造十里堤防绿色生态长
廊，以提高绿化覆盖率，营造多
样化的沿江生态空间。

嘉鱼两处水利工程达标省级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文
谨、通讯员吴剑、盛志宏报道：
日前，咸安区桂花镇财政所为
包保的贫困户韩文高送去爱心
捐款，让他在这个严冬里感受
到了别样的温暖 。

韩文高是桂花镇鸣水泉村
十六组村民，是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他是家里的主要劳
动力。去年十月，一场车祸使

他的左腿粉碎性骨折，让他家
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得知情况后 ，桂花镇财政
所立即组织所里的干部职工踊
跃捐款献爱心，为韩文高筹集
了3000余元爱心款。

面对看望自己的财政所干
部，韩文高激动地说道：“感谢
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扶贫工
作队对我们贫困户的付出。”

咸安桂花镇财政所给贫困户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王恬、见习
记者阮泽华报道：1月3日，“高
擎火炬，圆梦启迪”绿水生态产
业发展与科技创新高峰论坛暨
启迪之星（咸宁）基地开园仪式
在咸宁高新区举行。市政协副
主席吴鸣虎，咸宁高新区管委
会主任夏福卿出席活动并为启
迪之星（咸宁）基地开园仪式揭
牌。

市领导指出，市委市政府
积极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
求，实施“创新驱动、绿色崛起”
双轮驱动创业，依托产业基础
和生态资源优势，把握新兴产
业发展趋势，形成具有咸宁特
色的绿色产业体系。启迪之星

（咸宁）基地正式运营，标志着
咸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政策上又跨进了一大步。

市领导强调，优质种子和天
使投资是企业孵化发展两个重要
因素，只有市直相关部门和启迪
之星共同努力，高新区创新型孵
化企业的发展态势才会更加健
康。高新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做
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为企业
提供人文关怀，尤其是企业的初
创期，要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悉
心呵护成长。要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主动且一次性将所有政
策送上门为企业提供服务；在孵
企业要充满信心，在创新道路上
不断发展壮大，实现奋斗目标。

市领导要求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量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

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
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
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
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
合作作出贡献。

3日上午，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座谈会暨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
仪式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并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中国历
史研究的责任感使命感，办好中国历史研究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团结凝聚历史研究英才潜心治学、研以致用，不断提升中国历史研
究水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相关研究所为基础组
建，下设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部和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
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承担
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整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史
研究规划，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等
职责。

一排排的架子上挂满了腊
肉、腊鸡、腊鸭、香肠等各种烟熏
制品，引得过往路人不时驻足观
看……日前，记者在嘉鱼县新街
镇老陈酒家看到如此情景。

正忙着晾晒的老板陈莉芳
告诉记者，现晾晒的腊肠和腊
肉等只有上千斤，等会儿还有
三千斤从大湖里运来的鱼要腌
制，后面还有大量的腊肉和腊
鱼要晒。

陈莉芳说，1992年，父亲陈
泽法在新街镇创办老陈酒家
时，就用自己熏制的腊肉做菜，
吃过的顾客都说味道不错，纷
纷询问能否帮忙熏制或购买成
品腊肉，他们于是就顺应需求，
搞起了腊货的熏制加工。

结合消费者的口味，他们
改进了家传烟熏腊肉的技艺，
以上好的干柴、锯末、稻壳等作
为烟熏燃料，佐以上好的盐、辣
椒、花椒、鸡精等调料，这样熏
制出的猪头肉、香肠、鸡肉、鸭
肉、兔肉等腊货制品色味俱佳，
且耐储存，深受消费者欢迎。

“没有腊货，过年就少了年
味。”陈莉芳说，如今在外工作
或上大学的年轻人回到家里都
要吃上一口腊货，过完年还要
带上一些，让外地的同事或同
学也分享一下家乡的味道。

腌制腊货助增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通讯员 杨远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