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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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通
讯员李炯报道:近日，咸宁高新
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顶着高
温酷暑，开足马力加快推进浮
山河清淤工程。

浮山河综合治理是咸宁高
新区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程，
被纳入淦河流域水环境整治提
升工作重点跟踪督办项目。高
新区结合领导干部“十联”工作
和履行河长制要求，每月不定
期巡查浮山河，每半月督办一
次清淤工程进度，不定期现场
协调解决清淤整治问题，有力
推动了清淤工程进度。

据悉，浮山河清淤是改善
淦河流域、浮山河水质的重要
工程。今年初，高新区执法局
按照突出环境问题整治要求，
及时启动浮山河高新区段综
合治理，清淤范围为高新区管
委会至合加公司段开放区域，
主要工程内容为清淤整治河
道约955米，清淤量7256立方
米，清理碎石946立方米，种植
草坪 4730 平方米。该工程 7
月 5日完成招标工作，7月 19
日开始进场施工。截止目前，
已完成清淤工程量约2300立
方米。

咸宁高新区

加快推进浮山河清淤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文明
城市创建需要有“咸宁是我家，创建靠
大家”的浓厚宣传氛围。

1日上午，记者就文明城市创建宣
传标语，宣传氛围情况，对城区主干街
道、公交站牌、中心商业区、公共服务区
域等地方进行了探访。走访发现，我市
文明城市创建的宣传力度不够，冷淡氛
围堪忧。

记者沿着十六潭路，围绕咸宁高新
区，从名士学府到清华城，一路走访发
现，城区主干道路边地产建筑围挡空空
如也，没有文明城市宣传标语和公益广
告。围挡也被扬尘污染，影响市容。在

高新区雅士林房地产围挡上，醒目的也
只有商业宣传广告。

周边小区居民曾先生说:“这是地
产建筑工地，建设周期较长，热天扬尘
很重，围挡上被灰尘沾附，每天进进出
出看着很不舒服，如果能在这些围挡上
做一些文明创建宣传标语，既美观也醒
脑。”

记者注意到，不仅以盈利为主的房
地产商对公益宣传不够，就连以公益服
务为主的公交车站，其文明城市创建宣
传情况也令人担忧。

从银泉大道到青龙路，记者一路走
一路观察，面向主干道一面的车站公益

广告数量稀少，与商业广告的比例悬
殊，一连6个站台没有一处设置有文明
城市创建标语或公益广告。公交车内，
宣传标语泛黄污损，若不仔细看，很难
看清。

从淦河大道中心花坛到市人社局，
从咸宁大道鄂南高中到双鹤桥之间的
公交车站，也存在相似问题。

而在温泉第一街、中商、家联、酒店
等商业区的文明城市创建氛围也不容
乐观。

记者在国匠文化酒店看到，大堂虽
然非常明亮，但没有一处公益广告宣
传，前台、电梯口等客流量大的地方，也
没有发现文明城市创建的宣传标语。
在碧桂园温泉酒店，记者注意到，虽然
绿色环境非常好，施工区域被围挡挡
住，但依然没有关于公益广告的宣传。
在酒店的显著位置，也没有发现《中国
公民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中国公民出
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咸宁精神》等
内容。

在温泉第一街，广告牌都被大幅的
商业广告占领，没有善行义举榜、诚信
红黑榜、道德模范榜和文明城市创建宣
传牌。

正准备去购物的方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长期住在武汉，在武汉也看到许
多工地用绿色围挡，但那上面都有公益
宣传标语，白字绿底，做得非常现代化，
很美观。希望咸宁也这么做，既弘扬正
能量，又能美化城市。”

文明城市创建，城市公共区域的宣
传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记者走访城
区各个公共场所时，也发现了文明城市
创建宣传氛围不浓厚的问题。

在永安阁，记者发现，外墙没有公
益广告和文明城市创建标语。在中国
银行咸宁温泉支行，记者在大厅看到，
尽管办事窗口都是开的，人也很多，但
没有看到公益宣传标语。正在办事的
市民姚女士告诉记者:“我是企业的财
务人员，来银行的时间比较多，但看到
的公益广告很少。”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文明创建进行时

咸宁高新区一路雅士林房地产工地围挡全是商业广告，没有看到一条文明
城市创建宣传标语。

文明城市创建“知晓率”令人忧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天气预报：预计明后两天，我市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日起副高东退，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7月31日：晴天，偏南风1～2级，27～38℃；8月1日：晴天，偏东风1～2级，27～38℃；8月2日：多云到晴天，偏东风1～2级，27～37℃。

养殖增收
7月22日，嘉鱼县陆溪镇官洲村，

66岁的许泽青赶着80只山羊、绵羊去
放牧。

身体多病的许泽青，繁重的体力
活做不了，便和老伴在家进行小规模
养殖，除养羊外，今年养鸽子500只、土
鸡200只，还有20亩鱼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聂夏云 刘奥 摄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报
道:1日下午，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徐小兵主持召开所联系的
党外代表人士及优秀专家人才
联谊交友座谈会，听取意见和
建议。

座谈会上，徐小兵通报了
全市组织工作的基本情况。与
会的5名党外代表人士和优秀
专家们围绕加强党外干部培
养、人才落户、机电产业发展、
高等教育等话题踊跃发言，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
后，徐小兵指出，将高度重视大

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及时
进行整理、研究，并列出整改清
单。加强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
交友、加强联系服务专家工作，
目的是更好发挥党外人士的智
慧和专家们的技术优势，助力
咸宁绿色高质量发展。

徐小兵表示，希望大家时
刻保持政治定力，站稳政治立
场，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积极
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积极履职
尽责，开展调查研究，为市委决
策提供重要参考；立足各自本
职岗位，主动作为，为咸宁高质
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徐小兵与党外代表人士及专家交流座谈

画好同心圆 汇聚正能量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讯员姚亚
洲、金龙报道：7月18日，湖北鄂嘉科技
有限公司的厂房内机器轰鸣，在充满节
奏的“打击乐”中，一条条合金带锯条从
生产线上鱼贯而出。

凑近一看，记者才注意到，这些锯
条上的小锯齿并不简单，每一个锯齿上
面，都被牢牢地焊上一块极小的“司太
利”合金齿，这是该公司产品畅销海内
外各大木材加工市场的“王牌”。

“合金齿提升了产品的耐久度，普
通的带锯条连续锯硬木20分钟，都会

产生极大的损耗，但我们的合金带锯条
可以持续切割一上午。”公司生产部门
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耐久度之外，该公
司通过加工的不同齿纹，生产出各式型
号的锯条，进而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

据了解，合金带锯条主要应用于国
内外的大型伐木场、各类木材加工厂当
中。属于相对较为“冷门”的细分市场，
作为细分类型企业，该公司凭借其9项
高新专利、15项实用新型专利，在国内
100多家同行当中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的锯条型号多样，可以根据

不同市场需求量身定制，既能适应北美
寒冷森林的红白橡木，也能适应东南亚
热带雨林的名贵红木，产品40%远销
海外。”公司董事长刘从富介绍，公司根
据订单，一天可以生产200条锯条，年
产值可达3000万元。

该公司的母公司——上海鄂嘉刀
具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嘉定，去年元月，
经咸安区招商局推介，在咸安成立了分
公司，并通过租用办公楼和厂房的方式
进行生产。在咸安经济开发区的帮助
下，该公司已经启动了锯片产业园的前

期规划，同时，有关部门正在帮助其开
展规上企业培育和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工作，争取将其纳入中小企业成长工
程，享受技改政策和有关税收政策。

谈起未来的规划，刘从富充满信
心：“之所以落户咸安，主要是看中了咸
安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对我们细分类型
企业的大力支持。在这样的支持下，相
信我们很快就能够成长为行业龙头企
业，并能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规模最大
的硬质合金锯片生产基地，为咸安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瞄准细分市场 提高科技含量

咸安培育锯条龙头企业

7月25日，正值水稻防病治虫的关
键时期。记者来到赤壁市余家桥乡月
星山村，看到在一位中年男子的轻松操
作下，一架无人机缓缓升起，然后稳稳
地悬停在距离地面2米左右的低空中，
开始喷洒农药。

操控无人机的男子叫但汉南，今年
45岁，曾是余家桥乡月星山村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2016年，在咸宁市商务

局驻村扶贫干部覃采藻的帮助下，他承
包了40亩水稻田和70亩低洼地，开始
种稻养虾。但汉南夫妇勤劳肯干，一年
下来，除了还清了原来的欠账外，还结
余了8万元，一举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

“一架无人机一天就可完成喷洒农
药300到 500亩，每亩至少可以节省
150元的人工费用。”但汉南说，相比无

人机，使用人工手动喷雾器和背负式喷
雾器，1个人1小时只能喷1亩地左右，
而且作业质量差，受药面积和受药程度
不均匀，达不到预期效果；对于高大密
集型农作物，人工喷药更是效果欠佳，
导致防病虫或除草失败。

“以前，大家都是背着药箱喷洒农
药，不仅效率低，背着特别累，而且一出
汗有些农药就容易进入皮肤，对人体有
伤害。现在有了无人飞机，喷洒农药就
变得简单轻松多了。”但汉南说。今年
初，在与月星山村驻村第一书记覃采藻
交流时，两人谈到了植保无人机，一致
认为无人机喷洒农药是未来农业发展
的一个趋势。在覃采藻的鼓励下，但汉
南很快购买了一架小型农用植保无人

机，并通过培训取得了植保无人机系统
操作许可证。

但汉南说，由于稻田不同于旱地的
特殊条件, 使得一般的机械设备行走
困难。此外, 湿地、滩涂、林地等特殊
地形也不适合地面机械作业。因此，仅
靠传统的喷洒装备，要想在丘陵山区实
现植保机械化变得很困难，必须结合现
代化的无人驾驶空中作业技术, 才能
构成完整的机械化植保体系。目前，但
汉南操作植保无人机每天能喷洒农药
200多亩，每亩能收8至10元的服务
费。

无人机喷药效果好费用低，赤壁、
岳阳等地25个种田大户纷纷与但汉南
预约，日程已经排到了10月份。

无人机，防病治虫好帮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刘敏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来自一线的蹲点见闻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
员余鹏报道：7月31日，随着拍
卖槌最后一次敲响，我市市属国
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宣布
完成。参改的5家集团公司及
其子公司共取消或处置公务用
车40台，取消或转岗司勤人员
56人，每年节省公务用车成本
近1000万元。

今年初，市国资委按照《市
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实施意见》组成工作专班，严格
按照时间节点有序组织和推进

车改各个环节：召开市属国有企
业公车改革工作推进会、上门宣
讲车改政策、指导制定企业车改
方案、指导完善企业公务交通保
障措施、调研企业在车改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指导企业妥善安置
需要转岗的司勤人员、集中管理
需要处置的车辆、按规定程序面
向社会公开处置公车等等。

截至目前，市属国有企业参
改率达到100%。我市市属国
有企业公务用车改革工作走在
全省市州前列。

我市完成市属国有企业车改
每年可节省费用近10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陈红菊、通
讯员吴培召报道：1日，著名画
家董继宁向我市捐赠书画作品
仪式在市委宣传部举行，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闫英姿出席
仪式。

据悉，董继宁先生此次捐赠
的四幅鄂南山水画均为其新近
创作，分别为“浪漫咸宁”、“温馨
咸宁”、“诗画咸宁”、“美好咸
宁”。画作以咸宁桂花、万亩茶
园、山水园林、鄂南民居为创作
题材，展现我市温馨浪漫的城市
特质和如诗如画的山水美景。

闫英姿指出，在国庆70周
年即将到来之际，举行此次捐
赠活动，充分体现了董继宁先
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家乡
的无限热爱，画作将作为我市

重要外事活动和对外形象宣传
的重要载体，也必将有力丰富
我市文化资源，推动家乡文化
事业繁荣发展。希望董继宁先
生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家乡发
展，创作出更多反映家乡风貌
和巨大变化的精品力作。

闫英姿要求，全市广大文
艺工作者要以董继宁先生为榜
样，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文艺文化工作的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宣传系
统正在开展的“四力”教育实践
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
终坚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
想、坚持服务人民，紧贴咸宁实
际，勇于创新创造，努力为新时
代咸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文化力量。

著名画家董继宁

向我市捐赠书画作品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
讯员姜洪、姜萍报道：7 月 25
日，赤壁市民黄宝川将自家废
旧液化气钢瓶，交给相关工作
人员作报废处理，他说：“总算
了一桩心病。”

黄宝川家住赤壁市某小
区，曾向液化气企业购买了两
个液化气瓶，后来，家里改为使
用天然气，液化气钢瓶已过了
使用年限，里面存有残液，可能
存在安全隐患，就联系赤壁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其处理掉。

据了解，赤壁市有大量家
庭改用天然气后，原废旧液化

气钢瓶留在家中未处理。针对
这一现象，赤壁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争取财政资金，启动废旧
液化石油气钢瓶报废处理工
作。

该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
负责人李锋伟介绍，截止目前，
赤壁市工业园区长纺液化石油
气站、永兴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新店液化气站已向江西某钢瓶
检测公司发送报废钢瓶5车，计
3000余个。该市共回收处置报
废钢瓶3592只，力争在9月底
前完成全年废旧液化石油气钢
瓶报废处理工作。

赤壁拧紧燃气安全阀
回收处理报废液化气钢瓶3000多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