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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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好三大攻坚战重点战役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欢、
通讯员陈雄、明聪、实习生江晴
岚报道：18日，市生态环境局在
惠生药业启动支持企业绿色发
展驻点执法服务活动。

活动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
形式开展，以全市各县市区21
家代表性企业为服务对象，对
生产工艺及原材料使用情况、
环保手续办理情况、环境管理
制度建立及环保责任分解落实
情况、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
情况、排污许可制度实施及污
染物排放情况、环境风险应急、

自动监控设施建设与运行等进
行全面检查，确定重点环境问
题，纳入监管档案，并向企业进
行反馈，指导企业整改。

据悉，这是我市今年第一
次开展环保驻点执法服务活
动，旨在帮助企业解决环境治
理困难，提高绿色发展能力。
同时，在活动开展过程中，采用

“传、帮、带”的形式，安排环境
执法人员参加驻点服务活动，
掌握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环境
监管要点，提高环境监管执法
水平和效能。

我市启动环保驻点执法服务

提高企业绿色发展能力

通城县马港镇灵官桥村

让千年古桥“遇见”现代新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吴刚

5日，记者走进通城县马港镇灵官
桥村，一条河流穿村而过，一座古朴的
单孔石拱桥横卧两岸。桥下流水潺
潺，奇石遍布，鱼虾成群。两岸树木繁
茂，道路通畅整洁，房屋粉刷一新。

“灵官桥原名‘招贤桥’，古代诗
人黄庭坚第八世孙黄子贤修建于公

元1260年，至今保存完好，现为湖北
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行
的马港镇党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黎
望龙说。

今年3月，马港镇紧紧围绕“改善
村湾人居环境，保护千年古桥灵官
桥”这一主题，启动灵官桥村乡村振

兴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 1000 万
元，提升村湾基础设施条件，修缮千
年古桥灵官桥，推进村湾绿化美化，
整治村湾卫生环境，发展富村富民产
业，使一个凋敝村落向现代化美丽新
村转变。

“以前只有一座古桥，附近房屋

低矮、破旧、拥挤，老百姓出行就是一
条狭窄的土路。现在可好了，河上修
了三座大桥，沿河房屋拆除建成了景
观绿化带，道路拓宽改造成了标准化
公路……”5组村民段小花说起村里
发生的变化滔滔不绝。

“这条河属隽水河上游，以前随
意倾倒垃圾、排放污水现象严重，河
流生态遭到破坏。随着村庄人居环
境整治开展，村里配备垃圾箱38只，
改造排水排污管线300余米，建公厕
1个，完成148户厕改，村湾卫生环境
得到有效治理。”村支部书记刘员球
说。

如今，外出务工的村民回到灵官
桥村，看到昔日闭塞落后的家乡旧貌
换新颜，纷纷表示要留在家乡发展，
为家乡建设出力。

碧波荡漾的湖面上，三只小铁船
正朝着不远处漂浮的一堆树木残枝
开去。船上垃圾堆积如山，工人们正
拿着清漂工具，专心致志地打捞着。
他们不停地反复着钩垃圾、网垃圾、
倒垃圾等动作……7月16日，记者走
进崇阳县青山镇尺冲村四组附近时，
看到这样一幕。

当天，崇阳青山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处组织打捞工人和清漂船开展清
漂工作。

“前几天的强降雨，导致青山水
库水位上升，库内漂浮物迅速增多。
雨刚停不久，我们就着手清漂。”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除了人工清漂船外，不远处还有
机械清漂船，它们相互配合，对漂浮
物进行分类打捞。人工打捞的主要

是白色塑料、生活垃圾等漂浮物，机
械打捞的是树枝、秸秆等漂浮物。工
作人员将打捞上岸的漂浮物装好，集
中装车转运，进行无害化处理。

“这片水域有6万多平方米，我们
将白色垃圾和生物质漂浮物分类打
捞、分类处理，确保水面清洁，水体干
净，水质优良。”崇阳青山国家湿地公
园管理处湿地保护科科长巴武波告

诉记者，青山水库是崇阳10多万居民
的饮用水源地，“护水”工作容不得半
点儿马虎。

在清漂过程中，该处工作人员还
深入到水库周边居民家发放《保护湿
地的倡议书》3000多份，向群众宣传
保护湿地的重要意义，让群众自觉树
立爱山、爱水、爱湿地的绿色发展理
念，共同保护好青山绿水。

崇阳青山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

清漂，为了青山库区水长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徐功频 陈君益

14至17日，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武术套路决赛（社会俱乐部
组）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全国共有46支代表队参赛，咸宁市赤壁
尚武俱乐部、咸宁雷洪俱乐部组队代表湖北省参赛，决赛取得金牌2
枚，银牌2枚，铜牌2枚，四、五、六名各一个。

通讯员 王莉 摄

16日晚，今年“长江第一号洪水”
顺利通过嘉鱼。

据最新天气预报,近日长江河段
水位还将继续上涨。7月15日12时，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启动防汛Ⅳ
应急响应。

“我们有信心确保安全度汛。因
为我们是党领导下的钢铁队伍。”潘家
湾镇党委副书记、谷洲围堤中低水位防
汛指挥部指挥长鲁辉说。

老党员年年防汛年年上

有34年党龄的周元发，坐在哨所
内钢筋木板简单拼接的床铺上，和一同
值守的村民们拉着家常。暴晒在烈日
下的哨所，即便开着风扇，室内温度仍
然很高，大家只有不时洒水降温。

相对于需要洒水降温的白天，晚上
更是难熬。由于时值汛期，加之江边草
木茂盛，夜间的哨所就成了蚊虫的“乐
园”。

卷起裤脚，周元发的小腿上红肿的
疙瘩异常显眼。江边的蚊子又大又毒，
一咬一个大包，他说，哨所里的人没有
一个能逃掉。尤其是夜间巡查时，几乎
能感觉到蚊子绕着人在飞。

即便是这样艰苦的环境，他们也要
值守一天一夜整整24小时。吃饭休息
都是分班轮流，群众先来。

“防汛是大事！”周元发说，作为党

员，年年防汛年年上，“党员就要有党员
的样子。”

“我们12、13号就上堤了，接通电
线，打扫卫生，运来防汛器材、风扇和饮
用水等基本保障物资。”肖家洲村村委
会副主任鲁普万说，该村常年在家的
52名党员都被组织起来，组建了志愿
服务队和党员突击队，每天每个哨所都
有七八名党员，由村党支部书记和值班
村干部带队值守。

“一个党员就是一根桩，要牢牢地
钉在大堤上。”

急难险重看干部

谷洲民堤，是四邑公堤的外沿防
线，这段9.8公里长的大堤护卫着垸内
2.4万亩农田的安危。

畈湖村党支部书记樊后勤，正带领
村民在江堤上进行清杂作业。齐膝深
的杂草，手臂粗的杂木，大家头顶烈日，
刀割斧伐，汗流浃背。

“内坡清理杂草，便于发现渗水、管

涌险情，外坡砍掉杂树，便于水流通畅，
避免浸淘堤身。”樊后勤说，带头把应急
措施落细落实，这是身为党员干部的本
分。

在一处哨棚里，苍梧岭村党支部书
记陈武，正在查阅值守记录。帆布帐篷
里，一张铺着凉席的木床，几个塑料凳，
一箱矿泉水，就是哨棚里的全部家当。

“一把手全天无休、连日值守，这是
铁的纪律。急难险重看干部，要做好这
个表率！”陈武说，自14日上堤以来，他
已经在这值守了整整三天。

离开之际，陈武和值守党员们举起
党旗，在江边留下一张合影。

防汛是天大的事

在四邑公堤立新闸哨所，记者见到
了鲁辉。

鲁辉介绍，目前，谷洲围堤江段水
位达到28.55米，已超过设防水位。自
县防指启动四级应急响应以来，谷洲
围堤指挥部，以及四邑、羊毛岸、苍梧

岭、畈湖、老官咀、东村、三湾村和红光
社区八个单位已全部按照预案上堤值
守。

“指挥部25人，全部是党员。八个
单位均建立了以党员、团员、干部为主
力，人数在20至30人的民兵突击队。
抢险救灾时，这些人首当其冲。”鲁辉
说，“防汛是天大的事，党员干部义不容
辞！”

谈及全镇防汛工作情况，鲁辉说，
潘家湾镇设有四邑公堤、复兴垸、东湖
围堤、内湖围堤、谷洲围堤五个指挥部，
防汛战线近40公里，按照设防水位每
公里6人的人员配置，所有部位已实现
人员机构、技术保障、物资储备、巡查巡
防、值守纪律“五到位”。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力
确保安全度汛。”

采访结束，从立新闸哨所下堤时，
回望蜿蜒的四邑公堤，上百面红旗迎风
招展，仿佛一列哨兵，正坚定地护卫着
江堤。

四邑公堤党旗红
——嘉鱼迎战今年“长江第一号洪水”侧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通讯员 陈丹

废料利用
靓村湾

16 日，咸安区马桥镇金桥村道
路一侧，村民在修排水沟。

该排水沟从咸安区大幕乡至马
桥镇，长24公里，所使用的石料来自
马桥镇某路段升级改造路面基层铣
刨的废料。完工后，乡道排水畅通，
村貌更加宜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实习生 张子翔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张璇、李
锐凌报道：7月18日，咸宁市公
共检验检测中心青年团支部20
名青年志愿者，携手咸安区团
委，来到咸安区向阳湖镇北岭
村，为30余名留守儿童举行了
一场以“关注食品安全，享受健
康生活”为主题的食品安全知
识宣讲活动，提高学生饮食安
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加强
食品安全知识宣教力度。

当日，在北岭村村委会“希
望家园”教室里，来自市公共检
验检测中心的青年志愿者介绍

了当前校园食品安全现状、中
小学生夏季健康饮食常见误
区、校园食品安全常见隐患等
知识，介绍了药品分类及用药
常识，并对中小学生科学饮食、
健康饮食、安全饮食提出了具
体建议。现场，还通过互动的
形式，教孩子们学会辨别“三
无”产品，识别营养标签，辨别
食品安全保质期的方式方法。

当天，共发放各类食品药
品安全及健康饮食知识宣传手
册200余份，送出文具及各类学
习用品40余套。

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走进“希望家园”

宣讲食品安全知识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朗
通讯员王俊、王程海报道：连日
来，家住通山县黄沙铺社区的
华淑英大娘，逢人就夸她们家
的“新亲戚”真好。

华大娘说的“新亲戚”是黄
沙铺党委书记成理，今年他与
华大娘家结成帮扶对子。得知
华大娘女儿大专毕业后没工
作，便四处打听用工信息。如
今，华大娘家的女儿已应聘到
一家民营企业上班。

今年，该镇发动全镇党员干
部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全镇100

多名党员干部积极响应，采取
“一对多、一对一、多对一”等方式
与250名困难家庭结成对子。他
们与困难群众攀上“亲戚”后，每
个月至少上门走访一次，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重点做好助困、助
业、助医、助学、助稳等方面的

“五助”工作。
至今，全镇党员干部共为

困难家庭捐助现金、物资折合
人民币15万多元，为困难家庭
建造、维护房屋21间，帮助困难
群众53人，帮助12位困难居民
子女找到就业单位。

通山黄沙铺镇百名党员干部

与困难群众“攀亲戚”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
讯员敖琼报道：19日，在收听收
看全省防汛抗旱视频调度会议
后，我市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
作视频会议，通报了近期天气
预测、水旱灾害防御和农业抗
旱等情况，对相关工作作出安
排。副市长谭海华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要毫不松懈继
续做好长江防汛工作。各地
要严格按照《关于长江防汛特
征水位和汛期防守力量的规
定》要求，上足防守力量。同
时加强堤防除草除杂，确保巡
堤查险不留盲区，全面保证堤

防安全度汛。要警惕局部强
降雨带来的灾害，及时有效发
布预警信息，及时转移危险区
域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

会议强调，要坚持防汛与
抗旱两手抓。在确保防洪安全
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充分
运用水利工程设施，利用雨洪
资源，增加后备用水，主动防旱
抗旱，尤其是低水位运行的水
库要做好蓄水保水。要把合理
用水放在第一位，分清轻重缓
急，加强科学调度，充分发挥水
资源的综合效益。

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

坚持防汛与抗旱两手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