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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官埠桥镇干部王英华，
一生扎根基层、敬业奉献，心甘情愿
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用
生命践行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在全党即将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
本报今起推出“新时代，不忘初心的
孺子牛”系列报道，追记王英华的人
生奋斗足迹，再现一名基层普通党
员干部的感人事迹。敬请关注。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198号咸宁传媒大厦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0715-8128787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社长：柯建斌 责任编辑：邓昌炉 校对：朱亚平

苹
果
手
机
扫
码

安
卓
手
机
扫
码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19年5月24日
己亥年四月二十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星期五
第12109期 （今日8版）

XIANNING DAILY

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孺子牛系列报道 ①

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不顾腿伤来到
村里，协调好区评估组一行的工作，然
后一家家走访村民。

生命的最后一小时，他与一位同事前
往斧头湖大湖洲八字口集中拆违行动现
场，步行查看工程所涉及的鱼塘、堤坝。

生命中最后一句话，是手机回答村
干部的：“别等我吃饭，我去堤上看看。”

这是咸安区官埠桥镇副科级干部
王英华生命的最后几个片断。

今年57岁的王英华，5月17日中
午倒在斧头湖畔“退池还湖”现场，再也
没有醒来。

5月20日，记者走进官埠桥镇，深
入采访，追寻王英华的人生奋斗足迹。

他是摔断腿仍不下火线的“拐杖干部”

斧头湖大湖洲滩涂湿地，芦苇飘荡，
鱼塘遍布。面临省环保督查整改、防汛

应急的双重考验，雨坛垴村6000亩“退
池还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作为官埠桥镇驻雨坛垴村的干部，
王英华生前主要负责项目拆迁、环境整
治等工作。2018年10月，他向镇党委
书记陈才文主动请缨，要求上“战场”。

然而大家都清楚，2018年3月，王
英华骑摩托车送文件时出了车祸，右腿
股骨粉碎性骨折，植入钢板，伤还没有
完全好。

“退池还湖是环保大事，我拿了国
家的工资，在家闲着闷得慌，干工作是

最好的疗伤方式！”王英华态度坚决。
此后半年多，王英华拄着拐杖，一

家一家地敲开门，一户一户地做思想工
作，耐心宣传，鼓励村民支持生态环保。

村民龚康春有200亩鱼池在退还
之列，思想不通。王英华多次上门，不
厌其烦地讲解。看到同样年纪的王英
华没有把病痛当回事，一心扑在工作
上，龚康春被感动，满口答应了下来。

5月7日，挖掘机准备扒田埂了，有
村民撒泼阻扰。王英华当场摆事实讲
道理：这片湖洲是国家的，过去围湖造
田，免费给大家种养了好多年，现在政
策要收回，还有什么可说的，何况每亩
还补了钱！

王英华秉持公义，阻扰者怏怏而
回。

数月的不辞劳苦，使10户村民终
于签字同意退池还湖。

直到去世，王英华的右腿还留着钢
板。其间，因螺丝脱落又做了一次手
术，他却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
但那一瘸一跛的忙碌身影，永远定格在
人们心中。

他是村民眼中的“大好人”

5月21日，帅印山殡仪馆，哀乐低
回。王英华静躺在鲜花丛中，神态安
详，仿佛只是睡着了。

同事来了，亲友来了，雨坛垴村的群
众纷纷自发赶来了。那几日，先后有上
千人前往吊唁，送别王英华最后一程。

“不相信他真的走了！”“他是大好
人，好干部！”……从村干部到贫困户，
雨坛垴村村民无不动容。

雨坛垴村紧邻斧头湖，村民以渔业
为生。4年前，王英华被派驻此地，成为
一名驻村干部。 （下转第六版）

伤筋动骨，却不下火线！咸安“拐杖干部”王英华——

57岁！他倒在斧头湖畔“退池还湖”现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饶敏 阮泽华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谭昌强报道：23
日，我市新型政银担合作机制推介暨集中
签约活动在温泉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远鹤到会致辞，省再担保集团董事长张
龙，市政府副市长谭海华参加活动并签约，
市政府秘书长王勇主持仪式。

王远鹤对推介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
说，构建新型政银担合作体系，拓宽小微企
业融资新通道，是认真贯彻党中央，省委、
省政府关于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决
策部署，是创新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重
大举措，是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咸宁经济社
会发展的现实需要。“4321”( 融资性担保
公司、省再担保集团、银行、当地政府按4:
3: 2: 1的比例承担风险责任)新型政银担
合作模式在咸宁的正式启动，将为咸宁破
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全新解
决方案，为小微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王远鹤表示，咸宁将持续加大对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资本金投入，建立与小
微企业贷款增长相适应的资本金补充机
制，强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营造良好的
信用环境和一流的营商环境。他要求，各
级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新型政银担合作机制的准公共属性，
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
农”发展，支持实体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市、县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要增
强风险防控，优化监管考核，完善公司治
理，提高企业风险判断精准率，切实发挥担
保推动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发展的作
用；要完善合作机制，加强协调配合，主动
与省再担保业务对接，不断提升规范运作
水平。

副市长谭海华和省再担保集团董事长
张龙分别与湖北银行、武汉农商行、咸宁农
商行签订《湖北省政银担合作框架协议》，
省再担保集团和市担保集团分别与湖北银
行、武汉农商行、咸宁农商行签订《比例分
险再担保业务三方合作协议》，部分企业集
中签订了风险分担贷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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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
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
此开创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新世纪。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
70年光辉历程。

这是不断创造伟大奇迹、彻底
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70年，
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
伟大胜利走向伟大复兴的70年。

70年来，我们每个中国人，都
深深感受到了祖国的巨大变化。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作为祖
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你有什么话想

对祖国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之际，中共咸宁市委宣传部联合
咸宁日报社，面向全市开展“我和
我的祖国”主题征文活动，讲述您
眼中的祖国，讲述您和祖国共同成
长的故事。

届时，将由专家对作品进行评
审。参与活动的作品，将择优在咸
宁日报各新媒体平台和《咸宁日
报》、《香城都市报》进行集中展示。

征文要求：
本次征文活动面向全社会，以

中小学生为主。要求围绕“我和我

的祖国”这一主题，从个人视角记
录和展示身边的发展变化，充分体
现7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
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生的巨
大变化，记录个人奋斗足迹，抒发
家国情怀，讴歌社会进步，展现人
们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良好
精神风貌。

征文字数要求800字以内，截
止时间为9月20日。征文作品可
寄送咸宁日报“我和我的祖国”大
型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活动办公室，
邮箱：xnrb800@163.com，咨询电
话：8128787。

“三抓一优”看亮点
立足园区 服务发展

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招商热线：0715-8066400

鲁迅学校
九月开学

昨日，无人机拍摄的湖北咸宁鲁迅
学校初具规模。该校由天润（咸宁）教
育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是一
所集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寄
宿式高端民办学校，也是我市2019年省
级重点建设项目。学校位于咸安区官
埠桥镇张公庙村（桂乡大道与规划中的
发展大道连接处），总投资6亿元，招生
规模7000人，今年九月正式开学，将助
力城区缓解学位不足问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丁小强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时强调

精心组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在咸调研时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23日下
午，市委书记丁小强主持召开市委常务
委员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
局会议精神，部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同志在咸宁
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关于贯彻
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
湖北省开展“回头看”情况反馈会、全省
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暨落实河
湖长制现场推进会精神情况汇报，研究
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充分认清在全党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持续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要
密切关注跟进、研究解读中央和省委的
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和方法步骤，精心周密制定实施方
案，做到任务明确、措施明确、责任明
确，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会议指出，赵乐际同志到咸宁调
研，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咸宁纪检监察工
作，特别是巡察工作的高度肯定。这对全
市广大干部群众是极大鼓舞。要认真学
习赵乐际同志在咸宁调研时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中央纪委十九届三次全会的有关
要求，将咸宁的纪检监察工作进一步推向
深入。要明确任务，列出条目式、课题式、
项目式清单，逐一落实好赵乐际同志关心
关注的有关问题。要扎实抓好当前的各

项工作，瞄准目标，凝聚共识，久久为功，
常抓不懈，不断开创咸宁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会议指出，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咸宁
的城市名片。各级要高度重视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积极整改各项问题，进一步优化
水环境、空气环境、土壤环境质量。必
须执行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做到寸土不
让、寸步不让。咸宁的环保工作必须按
最严格的要求，继续擦亮咸宁的生态名
片，必须统筹安排，实行系统治理。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泛组织开展“我
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的通知》。会议指出，宣传战线要把这
项主题教育活动作为今年最重要的工
作抓好。要结合咸宁实际，抓好贯彻落
实。要整体考虑、整体设计，分部门、分
层次实施，针对不同的群体开展不同的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要展现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大
地发生的巨大变化，提振精气神，激励
咸宁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向着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奋力前进。要着力培育

“国庆文化”，努力把咸宁打造成为爱国
主义旅游胜地。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
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听取了市直机
关2018年党建工作综合考评工作情况
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它事项。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启事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报
道：日前，市政府印发《2019
年农产品畅通工程实施工作
方案》，旨在推动做好咸宁名
特优产品的销售、宣传、推广
工作。

从今年起，我市将加大农
产品与电商创业园的产销对
接、实行“线上线下”促销模
式，创建咸宁名优特产品一条
街；整合供应链资源，建设快
递超市，降低农产品的物流配
送成本；在加油站建设销售示
范店，打通加油站非油品便利
店销售渠道；在咸宁城区选定
大中型商超、卖场建设咸宁优
品专柜等方式为咸宁名优特

产品增加销售阵地。
我市青砖茶、桂花制品等

优品将采用第三方服务商创
意设计的形式，进行统一标
识、包装，形成优品公共品牌。

此外，我市还将开展咸宁
特色名优产品进酒店攻坚行
动，与城区3-5家企业、星级
酒店对接，将名特优产品引入
客房或消费场所。开展星级
酒店“三个一”早餐（一碗合菜
面、一碗桂花米酒、一个青砖
茶卤蛋）专柜示范建设，以
2019年国际温泉旅游节为契
机，举办庆祝70华诞楚菜比赛
暨农餐对接会，加强咸宁名优
特产品的推介。

我市出台方案

打通农产品畅销脉络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23日，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
到，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
计5月24日晚至26日白天，
我市将出现一次大到暴雨、局
部大暴雨的降雨天气，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市气象局
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
作。

市气象局专家告诉记者，
此次强降水过程累计雨量80
至120毫米，局部或达150毫
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至

50毫米，伴有短时强降水、雷
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主要
降水时段为25日下午至26日
下午。

气象部门提醒，各单位各
部门要针对此次降水天气提
前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建议
相关部门根据水情、雨情做好
水库调度；防御由强降雨引发
的山洪、泥石流以及局部地质
灾害，防范城区积水和农田内
涝；加强交通管理，市民出行
人员注意安全。

我市将迎强降雨天气
局部或达150毫米以上

拄着拐杖的王英华（左一）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