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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简讯
8月3日，十六潭社区福星城小区党支部邀请楼

栋长、居民代表，联合双鹤派出所、消防支队开展了整
治“飞线充电”活动，让居民知晓电动车违规停放、充
电的危害性及严重后果，提高预防火灾事故的能力。

（刘幸）
8月8日，市环保局与桂花路社区共同开展“搞好

居住环境我行动，干净整洁迎国庆”为主题的文明创
建志愿服务活动，对郭林路卫生死角进行清理整治。

（吕佳忠）
8月2日，浮山办事处青龙社区馨园小区党支部

在毕岭巷党员的见证下正式成立。 （刘洁、姚远）
8月8日，官埠桥镇雨坛垴村工会正式成立，将推

动当地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切实维护好群众的
合法权益。 （陈莹、沈希）

8月8日，西大街社区开展环境整治活动，进一步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有力推进创文工
作开展。 （孟润民）

8月5日至8日，温泉办事处组建招商小分队深
入深圳等地开展招商行动，并与深圳纯水一号水处理
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东瑞焊拉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两
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李婷婷）

8月8日，马桥镇组织干部前往各村（社区）督导
制度下墙工作，积极推进基层清牌减负工作，为支部
运行画出“路线图”，做到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陈超）

8月8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周振
武一行莅临咸安区，对浮山办事处及青龙社区退役军
人服务站进行实地考察。 （余芬、刘洁、姚远）

8月9日，马桥镇举办“庆祝建党98周年 建国70
周年”扫黑除恶主题文艺演出，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
歌舞、曲艺文艺演出形式，宣传扫黑除恶工作，动员广
大群众共同参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陈超）

8月9日，官埠桥镇召开2019年上半年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推进会，分析研究上半年
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邵文菲）

8月5日，浮山办事处召开2019年农村贫困人口
基本医疗保险若干规定培训会，广泛宣传2019年医
疗保险政策，提高贫困户政策知晓率。 （刘洁）

全民健身
路上有我
8月8日，咸安区举行“健康咸安，

路上有我”徒步走活动。2000余名咸
安区企事业机关单位职工和当地群众
以徒步行走的方式迎接第十一个“全
民健身日”的到来，向广大市民“传递
文明、传递健康、传递快乐”，激发全体
市民参加健身锻炼的热情，倡导健康
向上的生活方式。

通讯员 吴涛 黄敏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星、通讯员吴
剑、荷花报道：近日，央视10频道《我们
的节日-2019中秋》栏目组来到咸安区
进行拍摄。

咸安区是中国嫦娥文化之乡，该区
桂花镇石城村大屋雷中秋祭月典礼更
是全国独有，被中国民俗协会授予“中

国中秋节俗传承基地”。大屋雷村为单
一的雷姓自然村，从古至今一直保持古
老的日月崇拜习俗。每逢八月十五中
秋节，村民都集中于主祖堂前的空地，
祭拜月亮，祭月仪式有着严格的程序。

该节目以“团圆·乡愁”为主题，分
为《颂月》、《品秋》、《庆节》三大篇章，

每个篇章由三个故事组成，经过两个
多月的调研，节目组在全国选区了九
位普通人，以他们独特的视觉讲述他
们的中秋故事，本次在咸安有3个人物
故事入选。

据悉，咸安的3个人物故事篇章是
通过主祭雷世祥选拔传承人的故事，以

及做月灯、拜月仪式来传递感恩大自然
的情怀和中秋团圆的浓浓“乡愁”。同
时，与中秋有关的，温泉办事处温泉社
区的民俗舞蹈《守月华》与大屋雷祭月
活动一脉相承，一并拟编排在《庆节》篇
章中。该节目拟于今年中秋节当天在
CCTV-10科教频道播出。

央视《我们的节日》栏目组走进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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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时

11家规上医药企业聚集，今年上半
年上缴税收占工业税收的20%。短短
5年，咸安区医药产业跃升为当地支柱

产业。

创新驱动 活力迸发
咸安医药产业跻身地方支柱产业解码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爱虎 见习记者 郝川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老乡您好，如果您身边有涉黑涉恶
腐败、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问题，
可以直接告知我向有关部门反映，也可以
通过来信、来访、来电、网上举报等形式直
接向区纪委监委反映。”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咸安
区广泛发动各村社区网格员进村入户宣
传扫黑除恶工作、搜集相关问题线索，营

造扫黑除恶“人人知晓、人人参与”浓厚
氛围。

该区把构建完善“多元化”问题线索
收集机制放在重要位置，以“十进十建”为
抓手，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宣传工作，上线区纪委监委客户端，
打造完善网络随手举报平台，发动全区
2000余名城乡网格员进村入户，开展“线

上线下”问题线索“大搜集”；督促有关职
能部门、内设机构严格按照“签字背书”制
度对2018年以来的信访件、党纪政务处
分案件、涉黑涉恶案件“大起底”，确保问
题线索零遗漏。截至目前共收集相关问
题线索26条。

在案件查办中，该区形成完善“一
体化”联合作战机制。区纪委先后与区

扫黑办、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建立问
题线索快速移送及反馈机制，对涉黑涉
恶犯罪与腐败问题深度交织的案件进
行同步立案、同步调查，形成“联合作
战”强大合力。

“ 今年以来，我们紧盯党员干部及公
职人员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共
立案审查调查8人，其中，采取留置措施6
人，移送司法机关5人，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5人。”该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将继续牢牢把握“深挖根治”这个关键，强
化“打”的力度、拓宽“挖”的广度、注重

“铲”的深度，决不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
伞”蒙混过关。

咸安纵深推进扫黑除恶
○ 通讯员 刘洋 陈城

青龙社区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洁、姚远报道：为进一步提高居民法

律意识和法治观念，8月6日晚上，浮山办事处青龙社区联
合区司法局和佳成律师事务所走进兴旺城小区，开展“普法
宣传进社区、学法守法创文明”系列活动。

活动中，来自佳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昕向大家讲述
了法律意识薄弱人们面临的五种风险、造成法律漏洞的原
因以及居民关心的纪检法、合同法、婚姻法以及物业管理法
等相关法律知识。此外，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七五”普法
宣传资料，并提供现场法律咨询服务，详细解答居民在日常
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引导广大群众遇到任何问题都要
依法行事，以理性、合法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携手共创文明
和谐生活环境。

汀泗桥镇

财务培训提升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镇佳鑫、吴娟报道：8月1日，为解决农村

财务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提高农村报账员业务工作
能力，汀泗桥镇举行2019年全镇农村财务管理专题培训会。

培训会邀请区财政局专家详细讲解了基本会计知识，
演示了报账业务流程，仔细剖析了报账过程中产生的常见
问题，并强调了保障集体财产的相关要求。

“村级能否给监督委员会成员发工资？”“农村生态公益
林护林员是否应该发工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劳务人
员的工资应该如何发放？”……在现场互动环节，各村报账
员积极提问，现场气氛热烈。

“这次培训，为我们廓清了迷雾，找到了短板，受益颇
丰，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培训会，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星星村报账员吴
朵华说道。

“这是个无中生有的产业。”咸安区科经
局副局长郑俊介绍。

说起咸安医药产业的发展，绕不开真奥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细海。李细海是
咸安区双溪桥镇人，早年在咸安制药厂当技
术工人，后“下海”到东北经销药品，逐渐在医
药界闯出名堂。2014年，咸安区规划建设医
药产业园。次年，得知李细海正欲回乡创业，
咸安区委、区政府热情相邀，得到爽快允诺。

汇瑞药业是咸安经济开发区医药产业园
内的首家医药企业，由李细海2015年从武汉
收购后迁入。2017年，他又收购通城华信制
药。2018年，几家公司经整合后，变更成现
在的真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已
完成投资2.9亿元，兴建5套金银花灌装生产
线，配套建设独立的空调系统，可生产7个剂
型8个品种，还建设了企业研究院。去年，公
司缴税 1200 余万元，预计今年缴税超过
2000万元。李细海表示，今年将再投5亿元
扩大生产，全部达产后，年缴税将过亿元。

▲1“无中生有”的产业

一支金银花口服液，价值仅数元。
而1克药用多肽，价值1000元至10000
元之间，是普通黄金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湖北健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专司
生产多肽产品。目前，该公司投资9.8亿
元的一期项目已建成投产4条生产线，
还有2条在建，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产
值可达50亿元，将成为国内生物多肽行
业技术领先的高科技医药产业基地。

公司常务副总龙镭介绍，公司生产

的多肽原料药，主要销往欧美主流医药
市场，同时供应国内大型研究机构、高
等院校，以及国内药品、美容化妆品、健
康食品、生物试剂、动物药等单位。

进入百万级洁净度的生产车间，各
种精密的反应器、控制器让人眼花缭
乱。“固相多肽合成生产一般经过合成、
裂解、干燥、提纯、冻干等多个环节，周
期一般在 20 天到 45 天。纯度可达
99%以上。”因为生产周期长，每条生产

线年产量仅150公斤。
据介绍，多肽是蛋白质水解的中间

产物。进入人体后，分解产物多为氨基
酸，再加上临床应用剂量小，多以微克、
毫克计，因此毒副作用小。如治疗中枢
性尿崩症的去氨加压素，1克可制作25
万支制剂。制作治疗艾滋病的长效药
艾博韦泰，病人年用量仅10克。

该项目于2017年4月开工建设，
拟建设符合欧盟、美国和中国CGMP
标准的新型多肽原料药生产基地，内设
16条生产线；一期项目将于2022年全
部建成投产。

在不少人印象中，医药产业往往伴随
大量随意排放的废水、废气。“我们积极践
行长江大保护战略，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咸安区委、区政府的态度鲜明：不
符合产业环保政策的企业不要，没通过环
评的项目不要，传统落后产能不要，并督
促医药企业按规定建设、使用环保设施。

在真奥金银花口服液有限公司的
污水处理站，只见曝气设施内污水翻滚，
散发出微酸的气味。“污水主要是金银花
蒸馏提取后产生的废水，每天30吨至
50吨，经过处理后，可达到工业排放一
级A的标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过去开发区污水管网不配套，少数

企业偷排废水至该市“母亲河”淦河。咸
安区政府投入7300余万元，将数十公里
长的纳污管网联网，与城市污水处理厂
对接，该项目已于6月30日运行，一期
日处理污水5000吨。目前，该区正在超
前谋划，力争日处理污水达到3万吨。

咸安区计划，全力围绕医药产业链
招商引资。未来3年，该区医药产业工
业增加值要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一半
以上，税收占60%以上。

▲4 将环保挺在前面

华琪集团公司曾是园区内的重要
医药企业。今年春节后不久，该集团主
要负责人因过度劳累，英年早逝。这一
变故，让企业发展蒙上阴影。

咸安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一面
安抚逝者家属，一面积极谋求合作，力

争让企业尽快恢复生机。
刚刚受聘咸安区“招商大使”的李

细海，广泛发动人脉资源，很快找到科莱
维公司。原来，科莱维公司做医药贸易
发家后，正计划向生产领域拓展。很快，
华琪集团厘清旗下3家涉药子公司的债

权债务，将闲置停产的2.5万平方米厂房
设备顺利出租。6月28日，科莱维公司
正式填料发酵，麦角素进入试生产阶段。

开发区工作人员预计，今年科莱维
将上缴税收过1000万元，3年内有望达
到5000万元。

除华琪集团外，该区还联系其他医
药企业的空闲厂房，转租给新兴的生物
医药企业，将闲置存量资产盘活。

▲3 盘活存量做增量

▲2 多肽价格远超黄金

咸安打响“创文”百日攻坚战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通讯员李卫东报道：8月8日，

咸安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对“创文”工作进
行再分析、再会商、再部署，打响“创文”工作百日攻坚战。

会上观看了咸安城区《不文明乱象》专题片，宣读了《咸
安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问责办法》，通过了咸安创建文
明城市实战手册，区委副书记程朝阳对全区“创文”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创文工作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要全力以赴决战决
胜。”区委书记李文波要求，要牢固树立市区“一盘棋”思想，
要对症下药、精准发力，全力攻克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管
理不精细、公共服务不到位、市民素质不够高、“创文”氛围
不浓厚等问题，要以必胜决心给全市人民交一份满意答卷。

在加强组织领导上，该区调整“领导联社区、部门联网
格”方案，督促各单位将“创文”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在创
建工作中，要正视问题，全力攻克薄弱环节；要把握标准，全
面掌握文明城市创建要求；要突出重点，全面提升创建水平。

在创文宣传上，做到全方位，全覆盖，全媒体，做到铺天
盖地。村村响要响起来，专题专栏开起来，宣传车要动起
来，各单位店铺商超LED显示屏要用起来，达到群众知晓
率和参与率双百目标。

在执纪问责上，要通过选树典型和曝光问责相结合，明查
与暗访、经常性督查与点对点督查相结合，对职责履行不到位
的，严肃追责问责。挽起千江水，洗却一脸羞。在创文道路
上，咸安区全体干部群众不等不靠，戮力同心，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