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农机制造领域，有一个响当当
的品牌——玉龙机械。

曾经，它是一家占地不足2亩、总
投资不到30万元的小作坊；如今，它是
年产值过亿元、税收过3000万元的行
业龙头。

短短十余年，“玉龙机械”在一次次
转型中实现飞跃式发展。

七月初，记者走进通山县星光玉龙
机械有限公司，一探其涅槃腾飞的轨迹。

转方向：瞄准国家发展战略

切割、焊接、组装……走进星光玉
龙机械新厂区，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有
序忙碌着。

“目前的主营产品还是打捆机，售往
全国20多个省份。”公司总经理许玉国望
着数台准备打包出货的打捆机感慨道，

“当初的选择成就了公司如今的发展！”
许玉国是通山本地人，出生于一个

普通的农村家庭。1977年恢复高考，

他成功考入湖北机械工业学校，毕业后
进入通山县柴油机厂上班，从最初的见
习技术员做到副厂长。谁料，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掀起国有企业改制浪潮，手
中的“铁饭碗”丢了。

去哪工作？靠什么吃饭？经慎重
考虑，许玉国决定带领身边的工友共同
创业。他从亲朋好友四处借钱，凑了近
30万元，成立通山轻工机械配件厂，开
始从事零配件加工。

大理石生产机械配件、汽车配件、
军工产品配件……凭借过硬的技术和
良好的口碑，公司逐步壮大，并成为某
军工企业认定的供应商。

“做这些零部件可以生存，但很难有
大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迫在眉睫。”许玉
国说，产品配套加工虽然有钱可赚，但受
制于人，必须开发属于自己的产品。

2008年，人民日报上的《大国策
——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环境保护发
展战略》一文，让许玉国眼前一亮，产生

了抢跑绿色发展之路的想法。他通过
查阅大量文献和实地考察，发现秸秆处
理领域大有发展潜力。于是决定，研发
集收割、破碎、打包于一体的农业机器。

2010年，经多方考察研究后，许玉
国斥资600余万从新加坡买回当时世
界最先进的打捆机图纸，组织厂内工程
师、技师等骨干人员深扎车间，边研究、
边制作，最终成功生产出第一台打捆
机。一经推出，得到业内认可。

随着全国各地陆续出台秸秆禁烧
法规，打捆机市场逐步拓宽，销售额逐
年攀升，玉龙机械正式打开全国市场。

许玉国感言：一个企业要发展得
好，必须紧跟时代步伐；特别要瞄准国
家战略，及时转变发展思路！

抓创新：用新技术赢得市场

步入产品研发车间，数台成型机器

整齐排列，而它们与之前所见的打捆机
略有不同。

“这些是免耕播种机，属于最新研
发的产品。”许玉国说。

原来，在疫情防控期间，虽然企业
不得复工复产，但玉龙机械的技术研发
却未止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公司组织少量技术研发人员，开展专项
研发。经两个多月的努力，全新的免耕
播种机成功研制出来，一经推出，立即
迎来大批订单。

除免耕播种机外，同时研发出的还
有集破碎、打包、除土为一体的除土式
方捆机，适用于畜牧业青饲回收。

据介绍，许玉国是个技术谜，对技
术创新始终孜孜以求。他扳着指头告
诉记者：“经过我亲手制造和研发的机
械有五六十种之多！”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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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
大学习 大调研 大讨论 大统一 大转变 大落实

市委五届八次全会系统回顾我市
抗击疫情过程，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疫情
防控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再次强调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
斗大的风”的谆谆告诫，做好常态化防
控的各种准备。

过程异常艰辛，成绩来之不易。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市上下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精准施策、沉着应
对，用一个月时间控制住了疫情，用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在全省市州率先实现
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两清零”，用三个
月时间基本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决定性成果，广大干
部群众更加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好、社

会主义好、总书记好！
事非经过不知难。亲历战“疫”斗

争，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我们之所以
能在这么短时间取得决定性成果，根本
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指挥、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再次证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更加
坚定了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经一事者长一智。回顾抗“疫”过
程，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必须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
根本遵循。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各项工
作中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这是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出发
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
忧患意识，及时洞察、把握规律、主动应
变、精准施策，切实增强工作的前瞻性、
针对性、高效率、高效益，这是推进工作
的有效方法。必须狠抓工作落实，用笨
办法、下苦功夫，把各项工作往“深实严
细久”里做，积小成为大成，这是确保目
标任务实现的主要途径，更是破除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
行百里者半九十。疫情一天不解

除，防控一刻不能放松。我们必须时刻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始终坚持科学精
准防控，因时因势调整防控措施，坚持
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
结合，继续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工作，不给病毒可乘之机，坚决防止来
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功亏一篑。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
才弥足珍贵。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八次全
会精神，全市上下要保持大战状态、大考
作风，慎终如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提供坚实保障！（执笔：尹峰）

本报讯 记者杜培清、通讯员向美
琳报道：近日，省科技厅公布立项通知，
我市厚福医疗装备有限公司、湖北世丰
汽车内饰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获得科
技部“科技助力经济2020”重点专项支
持，立项率达到100%，每家企业将获

得科技部50万元科技经费资助。
“科技助力经济2020”是科技部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抓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的
决策部署，积极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而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定位于支持一批覆盖国民经济主要行
业的技术创新项目，特别是短期内能见
到实效的技术成果转化落地项目，以帮
助一批优秀科技型企业克服疫情带来
的短期困难。

今年以来，市科技局紧紧抓住中央支

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机遇，围绕科技创
新主题，谋划了包括“科技助力经济
2020”等一批专项项目，共梳理谋划重点
申报项目38项，为争取省部级科技项目
打下坚实的基础。截止目前，已经立项各
类科技项目23项，立项金额1030万元。

我市11家企业获科技部项目支持

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一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八次全会精神

本报特约评论员

琢玉成“龙”行天下
——通山玉龙机械涅槃腾飞的轨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昌炉 宋文虎 特约记者 孔帆升

赶制订单
8日，咸宁厚福医疗装备有限公司

员工在生产线上赶制出口订单病床。
近年来，该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抓

手，不断开发新产品，研发生产的11个
系列 60 多种病床，俏销海内外市场。
目前，公司月产病床5000张，同比增长
50%，订单已排至9月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高质量发展看亮点
立足园区 服务发展

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招商热线：0715-806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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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夹着大浪翻过围堤，洪水大
口淹没着农田，席卷了百姓的所有，
门板筑就的挡水子堤上，灾民眼睛湿
了，心碎了。这是98年大水中嘉鱼
东湖围堤上的悲壮一幕。

今年，我市遭遇近60年来最大强
降雨，东湖围堤是我市第一个超保证
水位堤段，但固若金汤的大堤将洪水
拒之门外，再不见搬离家园的百姓，不
见延绵不断的子堤，只见堤内的水稻、
果蔬长势喜人，安居乐业的人们眼笑
开了，心乐了……

7月13日，记者来到斧头湖畔，
在嘉鱼东湖围堤上看到了这样一幅
场景。

一样水情，不一样的心情

斧头湖，嘉鱼当地人习惯称为
“东湖”。该湖是我省第四大湖泊，一
头牵着江夏，一头连着咸宁，是我市
内湖防汛的重点区域。

登上东湖围堤堤顶，正在守堤的
嘉鱼渡普镇东湖村6组村民龚秀英
神态悠闲，今年71岁的她对整饬一
新的围堤赞不绝口。

老人说，98抗洪时，她老伴一直吃
住在围堤上，白天垒土石、装沙袋，晚上
心惊胆战地打着手电巡堤，没睡过一
个好觉。“今年不同了，老伴去年过世，
我报名来守堤，比他当年轻松多了。”

大路铺村当了30年村支书的陈
宽信回忆，以前的围堤低矮单薄，抢
险关键时刻，车进不来，沙石靠船运
背扛，风浪一来，船被打出老远。98
年抗洪时，因没有防浪墙，村民拆掉
家家户户的门板，插在子堤上挡水。

“现在围堤修得像‘山’一样，虽然我
们天天查险，但心里踏踏实实的。”陈
宽信说。

“斧头湖就是一个‘雨袋子’，在嘉
鱼防汛战线上，东湖围堤一直是‘拉锯
战、持久战’的主战场，最先达警戒水
位、干群上堤时间最早、水位下降最
慢、时间跨度最长。以前每次防汛，围
堤总会旧疾新病齐发，要花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进行急救。”嘉鱼东湖围堤
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副县长甘志
宝介绍，围堤护佑着渡普、潘家湾两镇
3.8万亩良田、9.6万名群众，整险加固
成为当地人最大的心愿。

补齐短板，两年建成“钢铁长堤”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近年我市全力推进“三年水利补短板”建设，斧头湖围堤加固整

险工程成为重点项目之一。
在嘉鱼县，该工程主要为加固斧头湖、西凉湖围堤31.695公里，

重建六贯闸，改造新建涵闸、泵站等建筑物24座，工程总投资1.8亿
元，工期2年。

就东湖围堤而言，要加固到什么程度呢？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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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孔帆升
报道：7月14日一大早，通山县
水利局副局长王文绍习惯性打
开一款APP，全市88座水库的
水文信息、雨情、泄洪状况全部

“了如指掌”。
该县投资300万元建设的

水库水情监测系统，为掌握水库
水情装上了“千里眼”。

据介绍，通山是山区县，最
远的水库距离县防汛指挥部约
2个小时车程。目前 ，通山县水
利局工作人员可以实时调取监
测系统数据，360度看到每座水
库的现场情况，每座水库的防汛
抗洪预案也一一对应。

6月 23日早上，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收到信息，古民居大夫
第进水了。指挥部调取监测系

统数据，立即找到原因。原来，
该古民居上游的大路乡洞口罗
水库降雨量达到160毫米，最高
泄洪水深1.4米。县指挥部建
议大夫第管理部门尽快排水，暂
不要筑子堤；10时，洞口罗水库
泄洪水深减了一半。“证明洪峰
已过，可以筑子堤了，不会出现
边抛砂石、砂石边被洪水冲走的
情况。”王文绍说，如没有这个系
统，就需要到现场去找原因，耽
误抢险时间。

7月8日，该县石门水库达
到汛限水位161米，距离溢洪道
高程只有3厘米。据此信息，县
指挥部提前调度，安排下游乡镇
做好泄洪准备，及时通知老百姓
注意安全，更大程度保障老百姓
生命财产安全。

雨情、水情尽在“掌”中

通山88座水库装上“千里眼”

城区雨量创纪录
为何内涝不再严重？

（详见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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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山之恋·畔山林语杯摄影书法大赛

开发商：湖北恒鸿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咸安区文笔大道青龙山公园内

活动时间：7月18日（周六）上午 活动地点：咸安区青龙山公园（畔山林语）

舞韵瑜伽 汉服秀 惊艳亮相

全市知名摄影家、书法家记录美好时刻
欢迎广大市民前往观摩!

青龙山｜公园里
LIFE IN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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