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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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预报：19～21日受台风外围偏东气流影响，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19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偏东风1～2级，24～32℃；20日：多云、局部有阵雨，偏东风1～2级，25～33℃；21日：多云有阵雨，偏东风1～2级，25～31℃。今天相对湿度：50～80%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
讯员廖智伟、贺祖清报道：17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小
兵深入赤壁市调研指导党的建
设和组织工作。

在湖北万通源集团公司，
徐小兵详细了解了公司基层党
组织建设情况、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开展情况。他要求，要通
过抓党建凝聚力量，服务企业
发展、服务当地群众。

随后，徐小兵一行实地调研
蒲纺工业园区2348党群服务综
合体，先后参观了2348文化历
史展览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组织生活馆、党群书吧、智慧康

养中心等，详细询问相关的管理
运行情况，叮嘱要积极回应群众
的关切需求，把小事做好做实。

徐小兵强调，赤壁市要围
绕中央和省委、咸宁市委关于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精神要
求、决策部署，创造性抓好贯彻
落实，贡献更多的赤壁经验、赤
壁智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探索更多接地气的
鲜活服务载体，努力成为老百姓
的贴心人。要进一步加强基层
阵地、干部队伍、工作机制等建
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市领导在赤壁调研时强调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今年水果价格为何贵？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震 见习记者 王馨茁

超市车厘子按颗卖，吃猕猴桃家
里要“开矿”，前段时间，部分水果售价
昂贵，成为网友们纷纷吐槽的段子。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水果售价一
路走高，咸宁也不例外。就连大家印
象中存在感最低、最亲民的大众水果
——苹果也出来“凑热闹”，从去年的
一斤四五元涨至现在的七八上十块，
让人直呼买不起。

为什么水果价格涨幅明显？最近，
水果会降价吗？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现象：
市民直呼水果太贵吃不起

7月 10日下午，记者在咸宝路的

水果市场和大型商超看到，大部分水
果价格在5元/斤以上。

水果市场的一位商贩表示：“今年
水果进价高，有些大型水果批发商每
次放出的水果少，我们抢才抢得到一
些货。”水果市场里许多商贩连连表示
今年水果生意难做。

“我爱人非常喜欢吃水果，饭后必
吃水果。我们家今年光买水果，一个
星期就要花费200块左右。”市民胡先
生感叹。

记者从市发改委价格科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水果价格涨幅明显，数据
显示，我市的苹果、鸭梨今年上半年同
比上涨40.59％和57.89％。、

记者调查:
普遍减产导致供需失衡

其实水果不只是在我市大幅涨
价，在全国多个城市都出现有水果价
格居高不下的现象。

是什么原因导致水果价格上涨？
对此，市发改委价格科相关负责

人表示，根据市场调查分析，咸宁水果
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去年水果库存
量不足，今年新产水果供应量跟不上，
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造成价格上
涨。

该负责人表示，水果价格也受天
气影响。去年春季极端天气、“倒春

寒”和冰雹等恶劣天气影响了坐果
率，直接造成减产，库存量自然较往
年相应降低，市场上供小于求，进货
价格不断攀高，导致市场价格上涨明
显。

记者追问：
下半年有望降价吗？

“6月份某些品种的水果价格相比
5月已经有所回落。”市发改委价格科
相关负责人分析，随着季节性、天气、
灾害等因素影响消减，以及物流成本
的下降，水果价格的涨幅可能会逐渐
递减。

夏季的时令水果，比如西瓜、葡
萄等已经逐渐上市，时令鲜果品类更
加丰富，涨价压力有望逐渐缓解。秋
季北方新果——苹果、梨等也将从
8-9月开始逐渐上市，这有助于缓解
当前存储类水果低库存带来的涨价
压力。

本报讯 通讯员曹建报
道：连日来，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在戒毒人员中开展“唱响禁毒
歌，走好健康路”禁毒宣传教育
主题活动。

活动组织戒毒人员学唱
《一念之间》《我等你回来》《我
和我的祖国》等禁毒歌曲，通过
高频次、多形式唱响禁毒歌曲，
减轻脱毒痛苦，缓解心理压力，
帮助恢复正常身心状态，培养
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用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抵消颓废消
极的负能量。通过组织戒毒人

员人人学唱，实现戒毒人员都
能够熟练唱响指定禁毒歌曲，
每天在开饭前、上课前、训练前
等时段都能听到嘹亮的大合
唱。戒毒人员纷纷表示，自从
唱歌活动开展以来，心胸开阔
了，烦恼也少了。

下一步，市强戒所将在每月
对戒毒人员诊断评估认知测试
中，把禁毒歌曲学唱作为常态化
考核内容，还将在国庆等重要节
日开展禁毒歌曲演唱表演、比赛
等，打造具有良好社会反响的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品牌。

唱响禁毒歌 走好健康路

市强戒所开展禁毒宣教活动

7月14日，咸宁市长江干堤嘉鱼段5号哨屋翻修一新，防汛人员
全部进岗到位。作为长江防洪工作的驿站，今年我市共投入200多
万元，对长江堤防上的100个哨屋全部进行了修整翻新。自14日，我
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沿江各堤段指挥部人员全部进岗到位，
每日开展巡堤查险，确保长江防汛安全。 通讯员 敖琼 摄

本报讯 通讯员陈姗姗报
道：“一上午就装好通电了，还一分
钱不要。”7月10日，咸安区双溪桥
镇的农户李先生通过“掌上电力
APP”提交了新报装申请，体验
了一把“一次都不用跑”的便捷。

今年来，咸安供电公司通
过优化办电环节、压缩办电时
长、降低用户接电成本，做好供
电服务“加减法”。

做加法，提升“电力获得
感”。加快线上线下业务融合，
让用户畅享指尖服务，用电更
便捷。成立“电力报装一体化

服务中心”，对接辖区10千伏及
以上的客户，提供预约上门服
务，为每项业务配置一名“客户
顾问”，满足客户售前、售中、售
后三个阶段的服务需求。

做减法，为用户降本增
效。积极执行电价调整政策，
每季度针对辖区内的企业用户
进行摸底调查，以客户用电信息
和负荷规律为基础，向企业提供
优化用电建议，鼓励企业用低谷
电，帮客户降低生产用电成本，
同时积极推进电能替代，帮助13
家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咸安供电公司做好服务“加减法”

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

近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政治建设、
作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的
工作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但是，与“马真
精神”格格不入的一些现象时有发生。

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位不在岗，在
岗不在状态。或是对本职工作不上
心，无热情，不敢承担责任，更谈不上
激情；或是对交办任务慢慢吞吞、拖拖
拉拉，不推不动、不督不办。

极少数党员干部无心谋事，一心
谋职。或是搞“短跑”，趁机构改革之
机求“弯道超越”之遇；或是搞“长跑”，

隔三差五拉“关系”、走“夜路”，搞感情
投资，为今后升职打基础。

何以如此？是思想的“总开关”出
了岔子。有的是“歇一口气”的消极思
想占了上风，有的是“只想当官、不想
做事”的衙门习气左右着后脑勺。

何以抓好作风建设？唯有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契机，牢牢把握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症结，对症下药，
真刀真枪予以解决。

何以久久为功？身为党员干部，
在八小时以内当尽职尽责、尽心尽力、
尽善尽美，在八小时以外必须防腐拒
腐、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何以久久为功？各级各部门要继
续倡导“勇于进取、勇于探索、勇于担
当”的精神，弘扬“对不正之风敢于制
止，对歪风邪气敢于斗争，对清风正气
敢于支持”的浩然正气。

何以久久为功？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加强明察暗访，聚焦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等“四风”问题，对党员干部的

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进行全天候、全
覆盖、全方位监督检查，让作风之弊、
行为之垢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何以久久为功？各级党组织要实
施精准问责，注重解决对乱作为问责
的多，对慢作为、不作为追责的少的问
题，防止出现对违纪违法问题“开刀问
斩”而对工作效率行政效能问题“刀下
留人”的倾向。

不管组织上把党员干部放在什么
位置，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作风建设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

久久为功塑作风
○ 柯建斌

水生蔬菜
增效益

15 日，嘉鱼县陆溪镇邱湾村胡松
道家的9亩菱角进入采摘期，当日采摘
的400斤菱角可为他带来1000余元收
入。

近年来，陆溪镇充分利用丰富的
水资源，以珍湖、西沟湖为中心，辐射
带动全镇5个村，发展以莲藕为主的水
生蔬菜3万多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聂夏云 刘奥 摄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上访了，也
加入到我们村的建设队伍中去。你能
帮忙给安排一份工作不？”15日清晨，
崇阳县天城镇河田村，村民黄楚良拨
通了该村党支部书记郑志华的电话
说。

“你到村委会等着，我马上回去帮
你落实。”电话那头，郑志华因病正在
医院输液，听到这个“好消息”后，他匆
忙提起吊瓶就往村里赶。

黄楚良年轻时参过军、上过战场，
后来因家境贫寒心存不满，就经常上
访。尽管郑志华为其争取了不少帮
助，但对于积贫积弱的深度贫困家庭
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

郑志华很无奈，因为黄楚良上访
之事，他可没少挨组织批评，甚至还受
过处分。

这一次，黄楚良为啥会有这大转
变？

“因为乡贤们都回来建设家乡了，让
他看到了希望！”村民郑玉吾告诉记者。

河田村是陆水库区村，山环水抱，
风景秀美，村民们世世代代靠务农和
打渔为生。随着打工大潮的兴起，很
多年轻人都走向了全国各地。

“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邹佳素博士
的童年是在河田度过的。今年，旅居
海外二十多年的她回到村里，看到这
么美丽的风景却没有让村民们富起
来，很是伤感。于是，她找到村两委，
希望能将村民们号召起来，自发建设

美丽河田。”郑志华说。
在邹佳素的发动下，该村很多人

开始纷纷响应，都说要为家乡建设贡
献力量。邹佳素还引进了包括湖北智
慧阳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武汉西厢
房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18家企业
和协会加入到河田村的建设中来。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该村于14日
下午举办了“乡村振兴启动大会”。很
多在外人士闻讯从四面八方赶回，在
家的党员群众更是悉数来参会。

会上，湖北智慧阳光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武汉西厢房文旅股份有限公
司等企业负责人，以及县、镇、村相关

负责人与村民们共商共议美丽乡村建
设新定位、项目资金新理念等，让村民
们耳目一新，内心震撼。

当天，该村成立乡贤理事会，理事
会下设关爱协会、治安环境、乡风文
明、乡村学院、合作社5个机构，每个机
构都由乡贤代表担任负责人。

“改革开放后，我们很多人都出外

谋发展，而坚守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依
然不富裕，我们不仅要从生活上关爱
他们，还要从思想上帮助他们，使他们
和大家一样有获得感、幸福感。”会后，
乡贤代表郑志斌还组织赶回来参会的
人为家乡振兴捐款。郑志斌当场捐出
2万块钱，其他人也“你一万、我五千”
纷纷慷慨解囊……

15日上午，该村两委及乡贤筹备
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聘请黄楚良为
村道路清洁执法员。同时，也鼓励其
他愿意加入家乡建设的村民，只要愿
意干、也能干，都会尽力安排工作。

“以前上访为村里抹了黑，如今搞
建设我要好好表现！”黄楚良说，乡贤们
回来后，帮助困难户解决实际困难，号
召每家每户为改变村庄环境行动起来 ，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一户也不落下，一
个也没掉队，全村人都充满信心。

“除环境面貌之外，最重要的是让
村民们思想观念转变，引导他们悉心
呵护环境，积极投身建设，充满合力助
推乡村振兴的精气神。”记者采访时，
邹佳素表示，将坚持“村民是主体、产
业是要素、文化是灵魂”的理念，让河
田村真正地“美”起来。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来自一线的蹲点见闻

河田村白云潭美景。通讯员 霍世祥 摄

崇阳县天城镇河田村

乡贤回村掀起“美丽旋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特约记者 胡向辉 通讯员 王晶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18日，省医疗保障局来我市调
研取消医用耗材加成、优化调
整医疗服务价格等相关工作。
副市长刘复兴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咸宁
市中心医院、崇阳县人民医院
等地，实地查看肾内科、骨外科
等耗材使用量大、耗材价格高
的医疗科室，听取关于取消耗
材加成、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的
具体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对我市在医共体建
设、取消药品加成价格执行工
作上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
定。调研组指出，此次调研旨
在落实中央深改委关于整治

虚高医用耗材的决策部署，聚
焦人民关切的“天价"耗材问
题。希望我市相关部门再接
再厉，将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工
作做实做好，挤掉虚高的水
份，切实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费
用负担。

调研组要求，当前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
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充分认清医
保的职责和使命，主动作为，创
新方式，推进治理高值医用耗
材改革，深化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让价格回归医疗服务价值
的本原，促进医疗机构健康可
持续发展，切实解决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

省医保局来咸

调研医用耗材取消加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