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7日受西南气流影响，多云有阵雨；18～19日受高空槽和低涡切变线东移影响，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17日：多云有阵雨，偏南风1～2级，24～33℃；18日：中雨，偏南风1～2级，26～29℃；19日：大到暴雨，偏南风1～2级，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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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温泉街道办事处

服务热线： 56869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

讯员曹加芬、余冉报道：7月14
日，我市召开“我为咸宁‘十四
五’产业规划建言献策”工业发
展专题座谈会，邀请部分政协
委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
围绕“十四五”工业产业发展规
划献智献力。市政协副主席尤
晋出席。

会议提出，谋划“十四五”
产业规划，关键是要做好传统
产业转型发展文章，不断发展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畅通工
业产业链，不断健全产业发展
保障体系。

会议强调，要重视解决研
发机构、检测中心和人才缺乏
的局面，补齐工业信息服务平

台建设空白，突破大物流行业
发展瓶颈，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落实工业废水排放。要结合咸
宁的地理区位优势，将工业产
业不强、特色不优作为“十四
五”一项系统工程来谋划攻关，
着力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
和物流交通问题。

尤晋要求，市政协有关部
门要将与会代表的意见建议进
行提炼、加工和升华，迅速形成

“十四五”产业规划工业发展方
面的决策建议文本；市经信局
要在搭建工业企业信息共享服
务平台上下功夫，强练内功，推
进产业稳链、补链、强链；企业
要立足长远，结合行业发展形
势，做好自身的中长期规划。

我市召开专题座谈会

助力“十四五”工业产业发展

2016年大汛后，省政府决定实施
水利补短板四大重点工程，我市争取
到四大工程总投资11.09亿元,一批
水利补短板项目得到有力推进。

今年入汛以来，我市已遭遇七轮
强降雨。在内涝外洪的压力和考验
面前，这批工程功效如何？记者进行
了实地探访。

泵站抢排：为嘉鱼防汛减压

在嘉鱼四邑公堤，余码头泵站和
余码头二站毗邻而立，两个泵站共11
台机组以128m2/S的流量满负荷运
行，西凉湖水通过导渠快速排向长江。

“7月7日以来，余码头两个泵站
11台机组全部开机抢排，排涝能力比
以往增加一倍。”余码头泵站站长陈
火平介绍，余码头二站是我市实施的
水利补短板重点工程之一，总投资
1.32亿元，项目建成后，西凉湖区域
的外排能力由过去的10年一遇提高
到20年一遇。

7月5日7时至7月6日7时，簰
洲湾镇24小时降雨量达302.1毫米，
超历史记录。

“改造后的后垸泵站开足马力，
镇内积水比以往排得快多了。”簰洲
湾镇党委书记涂秋意介绍。

就在2010年 7月11日，簰洲湾
镇日雨量167.5毫米，整个簰洲湾一
片汪洋，连后垸泵站泵房都受淹。

以水利补短板工程为契机，后垸
泵站得以更新改造。遭遇5日至6日
的强降雨后，后垸泵站13台机组全力
排涝，日排水135万立方米，有效减轻
了当地的内涝灾害和农田受淹损失。

堤防加固：河湖防洪能力大提升

由于遭遇连续强降雨，7月9日3
时15分，斧头湖水位达到23.94米，
平保证水位。当晚 10 时，水位达
24.01米。截至7月14日8时，斧头
湖水位达到24.16米。

市水利和湖泊局局长刘中英介
绍，从7日晚上起，斧头湖水位就开始
超过了 2016 年 23.98 米的最高水
位。在连续多天的高水位浸泡下，湖
堤加固后的斧头湖汛情平稳，没有出
现大的险情。

“由于历史建设标准低，当时堤身

单薄，湖堤多处出现渗漏、脱坡、散浸等
险情，尤其担心风浪冲刷。”市水利和湖
泊局副局长肖唐国亲身经历了2016
年、2020年的两次湖泊防守工作。他
介绍，在三年水利补短板工程期间，我
市对斧头湖东湖围堤、向阳湖围堤和西
凉湖西湖围堤进行了加高培厚，宽度
由原来的3至4米加宽到5米，防洪标
准由 5至 10年一遇提升为 20年一
遇，湖堤的防洪能力得到质的提升。

通过三年水利补短板建设，我市
对重要入江支流陆水、富水干流重点
河段进行综合治理，大大提高了河流
防洪能力。

“7月7日晚，陆水水库泄洪流量
达到每秒2500立方米,陆水下游安
然无恙。”市水利和湖泊局局长刘中
英举例介绍。

水库除险加固：不再忧心“头顶一盆水”

通山县大畈镇长滩村石壁地水
库，高山环抱中，一汪碧水绿如翡
翠。加固后的大坝坝顶焕然一新，水
雨情监测设备竖立在溢洪道边。

“加固后的水库发挥了大作用，

去年大旱我们有水吃，今年大汛又蓄
了洪。”村支书郭和清说，现在，旱涝
都不怕了。

我市有小型水库532座，大多建
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防洪、灌溉
和供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由于前期建设标准低，加上年久失
修，一些小水库逐渐出现大坝渗漏、
输水设施损坏等隐患。

“以前都是土坝，就像头上顶着
一盆水，一到雨天晚上觉都不敢睡。”
市水利和湖泊局分管水库工作的党
组成员方勇生介绍，我市将118座小
水库纳入水利补短板工程，总投资
1.18亿元，全部于去年年底完工。“头
顶一盆水”的忧患得以消除。

今年入梅以来，我市先后遭遇七
轮强降雨，累计雨量达844毫米，比往
年偏多1.8倍。

“截至目前，全市小水库总体运行正
常，没有发生大的险情。”刘中英介绍，七
轮强降雨过后，全市小水库蓄水总量达
2.28亿立方米，比历史同期增加了31%，
既有效发挥了防洪保安全的作用，又为
后期群众生产生活储备了充足水源。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
讯员赵冬平、胡秉昶报道：15日，
通山县通羊镇宋家桥、石宕、洋都
等村的河道旁，只见众多群众手
持夹具，沿河清理垃圾杂物。

行动过程中，群众与干部
一起投入到清理工作中，他们
拿着铁锹、火钳等工具，收集整
理河道沿线的树枝、矿泉水瓶
等各类垃圾，并统一装进蛇皮
袋打包运走。

为了切实增强群众保护河
道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实现
干群共清、共管、共护目标，该
镇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到河道生

态环境整治行动中，让群众亲
身体验，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
他们进一步了解河道污染的危
害性及保护河道的重要性，共
同护好一方清河。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增强群
众保护河道生态环境的意识，营
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道
的良好氛围。”副镇长阮国臣说。

据悉，此次行动得到了沿
河群众的广泛支持，该镇还将
进一步加强河道日常监督管理
和检查，严格落实河道保洁制
度，并引导更多群众共同参与、
共同保护。

通山县通羊镇

干群共清河道洁家园

抢排渍水保良田
7 月 9 日，嘉鱼县簰洲湾镇后垸

电排站，13个机组全开抢排渍水，管
理员耿显池定时查看抽水泵运行情
况。

连日来的强降雨致该镇多处农
田被淹，该镇所有排涝泵站全天满负
荷运转，并加大了人员值守力度，力
争将洪涝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熊琦 摄

本报讯 通讯员杨星报
道:为迎接新学期的到来，确保
开学复课工作顺利进行，7月15
日上午8时30分，嘉鱼鱼岳镇东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为
辖区内600余名教师、后勤人员，
采集咽拭子进行全面核酸检测。

现场，参检人员戴好口罩，
间隔1米排着队伍等待检测，整
个过程井然有序。

“核酸检测是目前用于新
冠肺炎病毒检测较为便捷、有

效的方式，由于采集的样本是
口腔深处的唾液，喉咙比较敏
感的受检者，采集完后有一些
下意识的呕吐动作，但是对受
害者没有伤害的。”东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介绍。

据悉，该县教职工在返岗
复工复产前都需采集咽拭子进
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呈阴性，
并且无发热、干咳、乏力、胸闷、
胸痛等疑似症状后，方可返校
返岗开展教学工作任务。

嘉鱼开展教职人员核酸检测

确保开学复课安全有序

汀泗有本“水字典”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谨 通讯员 董静

问起咸安汀泗桥镇的水文情况，
当 地 干 部 群 众 无 不 推 荐“ 水 字
典”——该镇水利服务中心负责人徐
志海。7月10日，记者如愿在该镇防
汛一线见到了徐志海。

今年，是徐志海在汀泗桥和“水”
打交道的第21个年头，21年来，全镇
的大河港汊、水库塘堰，他每周至少
走一趟，每趟就要跋涉500公里，这
也就是他深谙水文的原因。

全镇所有水文，他了然于胸，社
情民意，他也没落下。

水利工程是公益项目，压路、毁
苗的意外在所难免，但每当出现纠纷
苗头时，总有徐志海第一时间出面协
调，在他的细致耐心工作下，纠纷总
能够第一时间平息。

2018年，一场暴雨突袭洪口村熊

家湾姚家闸大塘，犹如一盆水高悬熊
家湾头顶，危险之极。

正巡逻至此的徐志海当即征用
一台挖掘机，临时开辟出一条泄洪
道，及时消除了隐患。

在汀泗，和姚家闸大塘类似的集
中供水设施还有4个，因当时不满足
小Ⅱ型水库标准，未能获得养护资源
的倾斜。针对这些易被忽略的风险
盲区，徐志海开始不断向上申报，几
年时间，他连续为镇上争取来4座小
Ⅱ型水库资格，自此，这些集中供水
设施有了新“身份”。

这些年，在他不断发现问题、查找
问题的过程中，争取来了上亿元的水利
投资，双石渠道提档升级、幸福堰闸门翻新
重修、汀泗河整治、花纹水厂落成……汀泗
桥镇的水利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

老支书坚守堤坝
通讯员 吕国清 罗方林

“快点，堤脚下出现大散浸。”当
夜巡堤的队员，向他报告这一险情
时，他立马通知所有防守队员迅速出
动，自己顾不上穿雨裤雨鞋，便和大
家一起冲进雨夜，迅速投入到紧张的
防汛抢险中。他就是嘉鱼县陆溪镇
花园村党总支书记李凤山。

“我是一名老党员，又是村支书
记，在关键时刻，我不上谁上，我不带
头谁带头。”李凤山说，这是一份责任。

李凤山今年62岁，是全县唯一一
位高龄在职的村支书，历任村主任和
村支书已23年，经历过1996、1998
年两次大的抗洪考验，有着丰富的抗
洪探险和处置险情经验。

珍湖围堤是陆溪镇防守堤段的
重中之重，总面积768.5公顷，内有连
片鱼池，优质出口莲藕，养有叉尾鮰

鱼和龙虾，种有水稻，是“舌尖上的中
国”嘉鱼莲藕的重要产地，每年莲藕产
量达2100万斤，产值4200万元。鱼、
虾、藕绿色农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并出口
美、日、韩、俄等国，年创产值近亿元。

7月3日，当接到镇指挥部各村
务必领导到位、物质到位、人员到位
的命令后，李凤山就像一个临战队员
一样，迅速果断抓紧落实。他当即安
排好村里的日常工作，并安排一名副
职干部抓好堤内的排涝救灾工作，自
己带领20多名抢险队员上堤搭建哨
棚、除杂草，24小时日夜巡查在珍湖
围堤上。

“他像‘一盏灯’、‘一杆旗’，事事
总是冲锋在前。”抢险队员感叹，李书
记这么大年纪还和我们一起拼命干，
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本报讯 通讯员杨洋报
道：昨日，记者从市财政局获
悉，元至6月，全市涉企行政事
业性收费6557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44%。这些收费主要是
房地产企业缴纳的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和水土保持补偿
费。除此外，其他企业基本为
零收费。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弘扬

“店小二”精神，进一步推进“放
管服”改革，精简涉企收费项
目，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由原
来46项减到22项。

疫情期间，还广泛开展政
策宣传，加强督察检查，畅通
企业投诉渠道，做到收费项目
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收费，优
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

我市持续为企业减负

涉企收费同比下降44%

我市召开首届易货贸易及产业发展论坛

组建易货贸易商家联盟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

习记者谭宏宇报道：7月16日，
我市召开首届商品易货贸易营
销创新思维暨产业融合发展论
坛，组建成立了“咸宁市易货贸
易商家联盟”。

本次论坛由市食品行业协
会、高新区中小企业协会联合
主办，旨在助力政府实现供给
侧改革，帮助企业解决产品销
售，共同商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的企业营销思维与易货
交易发展，实现共享、共赢、共
发展。

“易货贸易就是用等值的
货物换取相同价值的商品。我
们成立易货贸易商家联盟就是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众多不
同企业(商家)提供易货贸易服
务，为各种商品提供专业化精
准估值、为易货主提供决策依
据和交易安全保障。”市食品行
业协会秘书长罗理博介绍。

据了解，易货贸易商家联
盟的成立将为企业提供产品销
售与易货交易服务，扩大贸易
机会，有利于企业处理闲置商
品和积压库存。同时建立免费
的销售体系，帮助食品农产品
企业实现农特产品上行，拓展
营销渠道，促进商品流通，构建
咸宁易货贸易与商品流通大数
据体系，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

总投资11.09亿元

水利补短板工程防汛功效如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谭宏宇 通讯员 敖琼

7月15日上午9点多，咸安区温泉
街道办事处岔路口社区越通美院小区党
支部书记黄柏成正在陪包保单位负责人
检查小区工作，8栋1楼业主向他反映，
楼上住户又往她家一楼扔垃圾。黄柏成
和物业经理谭慧表态：会再次上门做楼
上住户工作，劝说他们不要乱扔垃圾。

3月16日，越通美院小区成立党
支部，黄柏成被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他
是市林木种苗管理站的一名普通党员，
今年5月份就要退休了。军人出身的
黄柏成服从组织安排，决定带头干事，

为小区居民服务。
黄柏成先从摸清小区情况入手。

越通美院小区300多户近千人，来自各
部门和各县市，管理难度大。居民普遍
反映环境卫生跟不上，不交物业费；物业
公司因为居民不交物业费，对小区环境
卫生也不上心，双方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黄柏成买了部新手机，通过建立党
支部微信群和先前建立的业主群，把小
区党员和爱心志愿者组织起来，积极开
展文明创建。针对居民普遍反映物业
服务跟不上、环境差、乱搭乱建和小区

种菜等问题，先易后难，逐一解决。
针对居民反映强烈的小区种菜问

题，6月13日，黄柏成组织小区党员和
志愿者清除菜地，种菜居民对之前的告
示置若罔闻，很多人也怕得罪人，黄柏
成顶住阻力清除。到了下午，种菜居民
就骂人，晚上还到黄柏成家里闹。黄柏
成没有气馁，他改变策略，由小区党支
部、物业联手社区、城管开展联合执法，
最终于6月 23日清除了小区所有菜
地。并于7月12日，在清除后的菜地
上种植草皮200多平方米。

针对小区楼栋僵尸车、楼梯间充电
和堆放杂物问题，黄柏成组织党员、志
愿者和全体物业人员进行清理，并开展
了“回头看”。还聘请人员，铲除每栋楼
墙面上的“牛皮癣”。

针对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问题，黄
柏成带着物业准备在五个地方设立充
电桩。有的居民不理解不配合，黄柏成
就先在1栋和2栋之间做示范，做给群
众看，五个充电桩已解决三个。

6月19日，越通美院小区党支部
被评为咸安区城市小区“红旗党支
部”。“不断解决难题，就是希望小区走
向良性循环，让老百姓热爱小区，安心
工作，生活愉快。”黄柏成说。

岔路口社区越通美院小区党支部书记黄柏成：

让小区良性循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李婷婷 江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