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沿着咸安区官埠桥镇湖场村
滨湖巷渠道附近走一走，白的、粉的、紫
红的格桑花开的正旺。港渠里，水流清
澈灵动，搭配着沿河的靓丽绿道，构成
了一副动人的生态画面。

谁能想到，如此美景之地在几年前
竟是一片“狼藉”，附近居民对这里的印
象几乎都是“荒草丛生、水体发黑、臭味
四溢”。

“以前这里环境脏乱，河边长满荒
草，河里的水又黑又臭，很少有人在此
逗留，非常影响城市形象。”湖场村村支
书王志刚说起未治理前的滨湖巷黑臭
水体连连摆手。王志刚介绍，滨湖巷渠
道也称为滨湖港，又叫牛栏河，上游是
新火车站、葛家堰等3平方公里片区，
下游水流到达大洲湖湿地公园。这条
牛栏河渠道流经葛家堰和湖场村渡船
村两个村庄。

王志刚说：“小时候，滨湖巷渠道的
水很清澈，村民们用这里的水洗衣、做
饭，但随着城市的发展，最近这些年，居
民污水排入滨湖巷，滨湖巷就变成了谁
见谁烦的黑水沟。河水颜色变了，河流
整个形态也变了。水质急剧下降后，村
民只得改用自来水。”

近年来，我市规划滨湖港黑臭水体
整治项目，通过一系列措施包括新建箱
涵、截污、配套建设污水提升泵站的方
式，将滨湖港污水接入永安污水处理
厂，解决该处黑臭水问题。

在王志刚的带领下，记者沿路走访
了湖场村一组和二组正在施工的黑臭
水体治理工程工地。这里的黑臭水以
前会从滨湖巷渠道流通至大洲湖，如今
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水泥路
面，路面下面正在建设箱涵和截污设
施，几个工人正在现场有条不紊地施
工。“黑臭水已经通过箱涵和截污设施
从地底下经过，最后流入永安污水处理
厂，再也不会直排进大洲湖。”王志刚
说，通过黑臭水体的治理，湖场村1、2
组的环境卫生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去年这里还能闻到一股臭味，河

边荒草丛生，垃圾成堆。”67岁的湖场
村1组村民唐建军家门前，曾经有条清
澈的小河流入滨湖巷，每次看到家门口
的小河变成臭黑水，他都一阵心痛。经
过整治后，唐建军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臭水河再也不臭了，我们周边的环境
卫生也进一步升级。”

同样高兴的还有 2 组居民盛建
军。盛建军在湖场村居住了52年，房
子正对着小河，最近几年他和家人都被
黑臭水体所困扰。如今，他每天都要到
黑臭水体治理工地上转转，看看工期进
程。“完工后，等路通了，河边的水清了，

住着就更舒服了。”盛建军说，到时他也
会有一片可以经常散心的“根据地”。

“污水无踪迹，清水河中流，两岸绿
成荫，人在景中走。”王志刚指着滨湖巷
箱涵说，如今黑臭水治理不仅让人们的
生活环境变好了，也为更好建设城市奠
定了基础，未来的城中河也定会成为城
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记者手记：黑臭水体的形成不是一
朝一夕，整治也绝非一蹴而就。滨湖巷
港渠作为影响湖场村、滨湖村等村庄的
重要水体，由曾经的“万人嫌”变为了人
人夸的好地方，得益于政府部门大手笔
治理，水渠水质出现好转，水渠周边环
境慢慢变好。

我市谋划的黑臭水体整治项目，既
考虑到黑臭水体治理的重点，又考虑到
群众生活的难点，既谋划了一批市区项
目，又谋划了一些城乡接合部的项目，
这是为民情怀的生动体现，对改善城市
基础设施、提升群众居住环境和生活环
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水环境问题，用水清岸绿
景美的环境生态，还市民亲水乐水赏水
之愿，才能让当地群众守得住儿时记
忆、留得住历史乡愁。

百姓身边看变化⑤

臭水沟清了 格桑花开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葛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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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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12月1日受高空低槽东移和地面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有降水。具体预报如下：29日：多云，偏北风1～2级，3～11℃；30日：小雨，偏北风2～3级，6～9℃；12月1日：小雨，偏北风1～2级，5～9℃。明天相对湿度：50～85%。

“湖北省百家文明诚信私营企业”
“湖北省医药行业放心药店”“咸宁市放
心药店”“咸宁市诚信药店”“咸宁市文
明示范药店”“咸宁市价格诚信单位”

“首届’中健杯’五好诚信药店”……
这一大串金闪闪的荣誉称号，属于

同一家公司——湖北康华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这些称号的背后，和占该公
司总人数83%的娘子军分不开。

娘子军的队长是吴琼，是公司的总
经理。在她的带领下，全体员工团结协
作，共同努力，目前门店数量共58家，
执业药师、药师等专业技术人才90多
人，办公及仓储面积3000多平方米，经
营品种达7000余种，实现销售业绩连
续多年大幅度增长，逐步发展成为鄂东
南药品零售连锁的龙头企业。

11月26日，寒意逼人。在该公司
位于温泉城区的一家分店里，店员正在
热心地为市民解答疑问，挑选药品。

市民刘大妈患有高血压，子女又不
在身边，需要常年吃药，降压药一直在
这里买。“店员服务热情，会提醒我不要
常年吃一种降压药，会根据我的情况帮
忙推荐，还提供免费测量血压服务，让
人很暖心。”她高兴地说。

随着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工
作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些“留守老人”因
为年纪大，子女又不在身边，购买常规
药品很不方便。

针对这一情况，康华大药房成立了
一支由女性组成健康服务团队，她们时
刻把“用放心药，服务顾客”记在心中，
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社区和老百姓家
中，为老人进行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
康养生、用药指导，为顾客送药上门，并
定期回访老顾客的用药情况。

同时，该公司还利用店内场所，为
过往的路人提供免费的夏茶冬饮、免费
的健康休闲场所，在全市同行业中起到

了示范引领作用，得到了广大顾客的一
致好评。

“康华大药房的店员们，待人热心、
服务暖心，让人如沐春风。”市民朱先生
说，现在一家人的常规用药，包括老人
小孩的保健品，都会选择在康华大药房
买。而且，康华大药房推出的送温暖到
小区、免费器械体验、免费赠送健康读
物，免费开展健康大讲堂、免费代煎中
药、代切片、打粉、免费熬胶等一系列独
具特色的服务项目，更让人心里暖融融
的。

据悉，康华大药房的女同胞们大
力弘扬全国妇联提出的“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的女性“四自”精神。吴琼
非常重视对员工的培养，经常组织外
派培训、内部培训、网络培训、微信视
频培训等一系列培训，培训内容主要
有专业知识、管理能力、礼仪、交际、心
理学等。

通过不断的培训，大大提高了员工
的专业知识、业务水平和自身素质，打
造了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综合型队伍
公司共有店长58名，其中女店长52
名，大家积极上进，努力进取，在公司领
导的鞭策鼓舞下，员工考取执业药师
22人，中级职称17人，高级职称10人，
大家你追我赶，不甘落后。

曾常存感恩之心，永行善待之举。
面对一项项荣誉、一句句赞誉，康华大
药房的全体员工们，将继续履行对顾
客、对社会的一贯承诺，践行为民服务
初心，时刻严把药品质量关，始终将顾
客健康放在首位，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用
药安全，创建和谐社会而努力拼搏。

市三八红旗集体湖北康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践行为民服务初心
通讯员 李旻媛

巾帼筑梦新时代
我与祖国共奋进

咸宁市妇联主办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道：
28日上午，市政协组织召开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市委宣讲团成员、市政协党组成
员、秘书长游强进作宣讲报告。

游强进分别从充分认识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大
意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自信；深刻把握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
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坚
持党的领导，把全会精神和各项
目标任务贯彻落实好等四个方

面进行了生动地宣讲解读。
会议要求，要原原本本学，

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制度认同、情感认同。要自觉主
动宣传，推进咸宁治理体系更加
完善。要结合实际贯彻，把四中
全会精神落实到履职实践的各
个环节和全部过程中去。要发
挥优势研究，努力推进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治理创新。

参会的政协委员表示，宣讲
报告结合了政协实际，对政协工
作和政协委员履职尽责有指导
意义。

市政协召开报告会

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朱敏报
道：28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悉，
市医保系统重拳出击、多管齐下，持续
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行动，对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严厉查处。近
期，市医保局通报了6起欺诈骗保典型
案例。

嘉鱼县渡普镇卫生院于2018年1
月至今年7月期间存在超范围使用药
品、过度检查等违规行为。嘉鱼县医疗
保障部门依据《咸宁市基本医疗保险定
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相关规定，
对涉及的违规医保基金15.54万元予
以追回，并责令限期整改。

我市还查处了咸宁镇万胜中医风
湿病专科医院虚记诊疗项目收费、超
标准收费；咸安区温泉卫生服务中心
超标准收费、不合理用药、不合理诊
疗；咸安区中医医院淦河门诊门诊处
方和药品耗材进销存管理混乱；崇阳
县精神病防治所日均费用超标准、无

医嘱收费；通山县燕厦乡理畈村卫生
室串换医保账号违规刷卡等欺诈骗保
典型案例。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我
市将持续高压震慑，集中力量打击欺
诈骗保行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可持
续运行。

我市通报6起欺诈骗保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祝丹娜、通讯
员金玉锋报道：日前，记者获悉，
自11月18日起至2020年春节
前夕，市人社局在全市范围内组
织开展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季
攻坚行动。

据悉，此次攻坚行动内容主
要包括用人单位按时足额支付
农民工工资情况，政府投资工程
项目和国企项目审批监管、资金
落实和工程款按期结算情况、农
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推广应
用情况，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实
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银行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
等保障工资支付制度落实情况，
依法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

行为，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犯罪情况和对欠薪违法行为
依法依规实施信用惩戒情况等
五个方面。

据悉，对查实的欠薪违法行
为，将做到“两清零”：即政府投
资工程项目和国企项目欠薪案
件在2019年底前全部清零，其
他欠薪案件在2020年春节前及
时动态清零。对恶意欠薪行为
执行高压态势，对符合条件的欠
薪案件及责任单位、责任人，依
法向社会公布，对符合列入“黑
名单”的按规定共享至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使欠薪违法者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我市开展根治欠薪攻坚行动

农残检测
保障餐桌安全

25 日，嘉鱼县潘家湾镇金润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检测车间，技术人员正在
对即将上市的蔬菜进行农残检测。

据了解，该公司于 2017 年购置农
残快速检测设备，能方便快捷地检测出
果蔬中的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
留量，严控农残量，保证上市果蔬绿色
健康，保障市民的餐桌安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汪中昌 摄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
员王程海报道：28日下午，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小兵到市老
年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
市委老干部局、市委党校全体党
员干部聆听宣讲。

徐小兵指出，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
四中全会的核心主题和重大部
署，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发
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的
相关制度；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和执政方式，增强各级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组织力；要完善担当作

为的激励机制，全面增强各级领
导干部执政本领，不断健全和完
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
平制度，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和领
导水平再上新台阶。

徐小兵要求，要深刻学习领
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精神实质，把四中全
会的精神转化为谋划工作、创新
工作、推动工作的思路和措施，
切实做好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
传贯彻、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
机构编制改革等当前重点工作，
为实现2020年良好开局打下坚
实基础，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
质量发展的华丽篇章。

徐小兵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时要求

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
者童金健报道：28日，咸宁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现场督
办会暨志愿者服务工作推进会
在赤壁市召开。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闫英姿出席会议并讲话。

闫英姿指出，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是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咸
宁落地生根、实现咸宁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举措，各地各部门要借
鉴赤壁经验，推动建设试点工作
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将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真正打造成
为党的群众工作落地落实、打通

“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渠道。
闫英姿要求，加强组织领

导，压实工作责任，全市上下要
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
识，以更好的状态、更实的作风、
更有效的举措，通力协作、密切配
合，切实把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
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去年以来，赤壁市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重要指示精
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
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
价值观，不断丰富活跃人民群众
文化生活，健全志愿服务体系，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不断向纵深发展。今年10月，
赤壁被列为第二批全国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现场督办会要求

推动试点工作向纵深发展

22日，赤壁市维达力三期建设工地，该市卫健部门组织的义诊
人员正在给工人们体检。据了解，自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赤壁市卫健局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健康宣教义诊
进工地”活动，让工人们不出工地就能享受医疗服务和健康教育，提
高工人们的健康意识和防病意识。 通讯员 王小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