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24日受副高控制，我市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上升，最高气温35℃左右。具体预报如下：24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1～2级，25～34℃；25日：多云有小雨，偏北风1～2级，24～30℃。明天相对湿度：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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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安全吃得好
绿色防控少不了

咸宁市农业农村局宣

今年初，一场突如其来、态势凶
猛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重点
卫生防疫物资储备的严重不足。作
为国家重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
和湖北省指定医用防护产品生产、储
备基地，我公司将在综合考虑现有产
业配套及未来规划布局的同时，优化
整合集团在湖北各子公司资源，扩大
在崇阳的生产规模，升级扩建漂染、
机折、缝纫、吸塑、灭菌，以及医用纱
布片、垫、球、带、卷等成品生产线，加
快建成集研发、生产、销售、储备于一
体的医用纺织品和消毒产品中心，努
力把公司打造成全国最大的医用敷
料基地。

一、优化整合医疗产品前端供应链

条，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一方面
加大政策扶持，鼓励通过技改等技术创
新给予技术指导和资金补贴，实现扩产
增效；一方面结合省药监、卫健部门推
出的审批人员蹲点服务医疗器械企业
计划，加强对产品研发和注册问题的一
对一指导帮扶，加快注册审评进度，努
力通过省级资源优势吸引优质医疗器
械产业落户咸宁。

二、盘活整合现有空间资源，实现
医疗器械就地产业化。充分利用与同
济医科大学、同济协和医院建立的产学
研合作，带动产品研发和生产，扩大完
善产业链条。同时，依托崇阳实施的

“一区两园”产业集群战略，加快推进以
崇阳稳健、中健为核心的医用卫材生产

基地，以众盼包装、恒升科技、联创实
业、兴宗包装为主的原辅料配套供应生
产基地建设，形成以产业园为载体，立
足崇阳、辐射周边的产业集聚效应。

三、以品种创新为重点，调整优化
产品结构。产品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必须做好做优做强。我公司将在
加大科研投入的同时，积极寻求和建立
与各科研院所的合作，共同研发新产
品，争创著名商标。既通过实施名牌产
品策略，增加竞争力，又通过巩固现有
传统纱布类、无纺布类等产品在质量、
成本、市场份额方面的优势，科学合理
地对医用防护服、口罩、医用手术衣、隔
离衣等进行扩产扩能，不断提升市场占
有率。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调优人才
结构、完善用人机制。针对公司现有高
技术人员和高素质员工比例偏低，对企
业科学管理和产品研发形成的制约，亟
待政府制定出台高薪退税、住房补贴、
职称评定、设立专项奖励基金重奖技术
人才等一系列政策，协助企业解决招揽
人才难、留住人才更难的问题，吸引更
多的崇阳人回崇阳就业，让更多的外地
人才为我所用，共同推进公共医疗卫生
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转型发展大家谈
咸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主办

弘扬改革创新精神 加快医疗产业升级
稳健医疗（崇阳）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秀清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
讯员兰水月报道：7月21日，省
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侃率
有关机电、医药类专家来咸宁
召开“科创湖北”对接会，助力

“科创中国”咸宁方案实施。
对接会围绕服务我市医药

健康和智能机电两大产业发展目
标，以园区为依托，深入企业了解
相关需求，并通过对接“科创湖
北”数据网络平台，推动“科创中
国”咸宁方案尽快落地见效。

在咸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
发展有限公司的专家现场路演

了“科创湖北”平台应用，阐明
了平台对助力企业发展的积极
意义。湖北香城智能机电产业
研究院院长周国鹏围绕智能机
电产业存在的问题、发展瓶颈
等开展交流，希望借助“科创湖
北”平台帮助解决企业需求。
湖北华宁防腐有限公司代表结
合企业自身技术难题，现场向
专家团队进行了咨询。

对接会后，专家团队还深
入通城艾舒宝、润康药业、瑶乡
御草中药材基地等地调研，实
地了解通城县中医药产业发展
状况。

省科协来咸召开专家对接会

助力“科创中国”咸宁方案实施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
讯员周毅宏、余谦报道：针对7
月16日晚央视“3·15晚会”曝
光南昌市“汉堡王”使用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原料加工制作食品
以及修改食品原料有效期等问
题，7月20日，市市场监管局按
照“四个最严”要求，对“糕点”
类食品开展全面清理检查，确
保食品安全。

此次检查了温泉城区肯德
基、麦当劳、王子蛋糕、华莱士
等门店，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使

用过期食品，是否更换食品标
签、篡改生产日期等违法违规
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糕
点”类食品经营店25家，经过全
面清查、现场突击检查和随机
抽查，全市未发现“汉堡王”连
锁经营门店。对其它“糕点”类
食品经营单位检查时，没有发
现更换食品标签、篡改食品生
产日期、使用过期食品原料、不
按照企业规定的操作标准和流
程加工食品等情况。

市市场监管局

严查“糕点”类食品安全

本报讯 记者周莹、通讯
员舒极德、向涛报道：7 月 15
日，咸宁移动嘉鱼分公司开通2
条100兆数据专线，用于湖北省
军分区在咸宁设立的抗洪抢险
前进指挥部的通讯联络，确保
部队和民兵执行抗洪抢险的任
务需要。

据了解，为确保防汛通信保
障工作及时响应和高效开展，咸
宁移动在全市组建防汛“哨兵抢

险队”，全市21支抢险队、360名
抢险队员严阵以待，确保能够第
一时间获取汛情，实现防汛应急
通信保障有需必应、使命必
达。同时，提前做好防汛物资
调配，配置到防汛一线，专人保
管，随要随调。此外，针对部分
重点区域，开展通信线路巡查
和设备加固工作，确保通信设
施能够经受汛期“考验”，保障
市民汛期正常网络通信。

咸宁移动

打响防汛通信保卫战

7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兴民小
区，见到今年79岁的沈大发时，他正
拿着扫帚、撮箕，扫着小区里的落叶、
狗粪等垃圾。

颤巍巍的步伐、银白色的头发，
在小区干净清爽环境的映衬下，格外
醒目。

“正是有沈老的带动，我们这个
‘三无’小区才能如此干净整洁。”兴民
小区党支部书记骆叙荣介绍，这样的
志愿清扫，沈大发已经坚持了19年。

骆叙荣还记得，2018年，为响应
市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号召，小区

设置了垃圾箱，号召居民将垃圾统一
丢入垃圾箱里。

然而，几十年的习惯一时无法改
变，不少居民仍习惯将垃圾扔在原来
的地方，脏乱腌臜。看到这种情况，
沈爹爹急了，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居民
扔垃圾的地方，看到有人前来丢垃圾
就劝告，不听劝告丢在原地的，他就
默默捡起来送去垃圾箱。

居民蔡先生回忆，因为不想多走
那几步，自己丢了两次垃圾在原地，
都被沈爹爹捡起来送去垃圾箱了，第
三次想再扔时，看到银白头发的沈爹

爹，实在不好意思了。此后，他都坚
持将垃圾送去垃圾箱。

就这样，沈爹爹靠着这样的“笨
办法”，经过一个多月，成功让小区
300余户1000余人养成将垃圾丢到
垃圾箱的习惯。

居民陈家生还记得，小区养狗的
多，连带着地上的狗粪也多，沈爹爹常拿
着扫帚撮箕满小区转悠，“收集”狗粪。

在沈老的带动下，74岁的老党员
陈维莆除了让一家人注意讲卫生，自
觉维护小区卫生之外，还自发疏通小
区水沟，规劝居民讲卫生爱护环境。

“一个城市公共场所的环境，需
要每一个人自觉爱护，只有这样，才
能实现长久的洁净美。”沈爹爹说。

红榜：咸安区永安办事处凤凰社区兴民小区老党员沈大发

黑榜：咸安区永安大道明珠广场、咸安区银泰百货广场

7月8日晚上7时，高考已结束，
连着下了多天的雨也暂停。咸安的夜
市，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在明珠广场，记者看到，几家炒粉
摊生意正好，几个烧烤店热闹正盛。

然而，与繁华热闹的景象格格不

入的是：地上泼洒着油污脏水，路面散
落着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饭盒、用过的
卫生纸、塑料袋等垃圾。

记者看到，一名男子吃完一碗炒
粉，直接将一次性餐盒丢在地上。

家住明珠广场附近的市民陈女士
表示，这里的烧烤炒粉等都蛮好吃，就
是环境比较差，既降低了吸引力，又影
响了市容市貌。

当日晚上8时，记者来到银泰百
货广场，只见摆摊卖玩具、小饰品的，
出摊卖衣服、特色小吃的，将一方广场
点缀得热闹非凡，且乍一看是干净的。

然而，记者在广场走了一圈发现，
脏污藏在小吃摊角落里，藏于餐桌底
下，藏在食客脚边。

带着油污的扦子、餐盒、塑料袋，
啃噬完的骨头，泼洒的汤汁，在隐秘的
角落里，滋生细菌、污染环境。

“夜市对促进经济繁荣有积极作用，
本是好事，然而摊位店主卫生意识不够，
食客的文明意识较差，让好事变成了烦
心事。”家住渔水路的市民曾女士说。

市民吴先生认为，摊主不能自己
赚钱却给城市抹黑，给环卫工人添加
工作量。摊主既要自己做到不乱扔垃

圾，收摊时主动清理垃圾，还要向顾客
宣传不乱扔垃圾，这样爱护环境卫生
的摊主，也会赢得更多顾客光顾。同
时，相关部门应加强管理，让好事真正
做好，不给城市抹黑，助力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

咸安区城管执法局一执法人员告
诉记者，目前对夜市管理的执法手段
只能以规劝为主，缺乏威慑力，导致夜
市脏乱现象普遍。

咸宁日报新闻热线：8128770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记者手记：
老党员沈爹爹，坚持 19 年志愿

清扫，带领三无小区洁净美；夜市摊
点里，摊主和顾客任性乱扔，使得脏

污杂乱成为常态。
这其中，公共文明意识的高低，

起很大作用。
市民公共文明意识的提高，需要

“软工夫”。应加大宣传，树立典型，
营造氛围，使公共文明的氛围萦绕在
这个城市上空，使大家都能参与到公
共文明的建设中来。

同时，也需要“出硬招”。城管部
门应制定法规、出台方法、强化制度，
使公共文明意识成为人们日常的道
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文明创建红黑榜

在咸安，有个老党员，19年坚持志愿清扫，维护

小区环境卫生，受人尊敬、被人点赞；也是在咸安，

因摊主和顾客的任性乱扔、随手乱丢，待夜市繁华

散去，留下一地狼藉，污染环境、损害市容。

这其中的区别，在于公共文明意识的高低。日

前，记者前往咸安采访，一探究竟。

志愿清扫VS任性乱扔，公共文明意识你有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加强巡查
保安全

7月21日，咸安区向阳湖镇北洪港
围堤，当地干部在堤内巡查。

北洪港围堤与斧头湖接壤，担负着
向阳湖围垸 4.8 万亩农田的防汛任务。
截至当日下午3时，斧头湖水位24.3米，
超警戒水位 1.5 米。针对汛情，当地干
群昼夜在北洪港围堤加强巡堤查险，确
保安全度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吴紫芬 程文静 摄

本报市长江防汛前线指挥
部电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吴
华斌报道：7月22日下午18时
许，咸宁联通公司投资近10万
元，在嘉鱼县簰洲湾镇新建的
一座４G基站正式投入使用，该
镇通信信号明显增强。

20日晚22时许，中国联通
咸宁分公司接到簰洲防汛指挥
部反映，该镇政府防汛指挥部
联通手机信号偏弱，影响防汛
通信指挥。

收到反馈后，咸宁联通于21
日上午立即安排云网运营交付中

心，对簰洲湾镇政府移网网络信
号进行测试、分析，现场制定解决
方案：在镇政府附近簰洲电信院
内铁塔上新增一套4G基站。

咸宁联通无线网络单元负
责人范健平介绍，在接到指令
后，该公司防汛抗灾应急通信
指挥部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建站
流程，21日下午完成调度物资、
现场施工人员及优化人员组织
等工作，于22日上午8时开始
施工。经过近十个小时的作
业，当天下午18时，新建基站投
入使用。

咸宁联通新建基站

保障簰洲湾防汛通信畅通

本报讯 记者镇强报道：
23日，我市高考成绩放榜，全市
文理科最高分分别为635分和
695分。

今年，全市共有考生19801
人，其中普通生15725人，中职
生（技能高考）4076人。全市共
设7个考区、14个考点、686个
考场。全市没有发生因汛情导
致考生缺考的情况，没有发生因
考生发热启用备用考场的情况，
没有发生较大的违纪和考务失
误。考试秩序和考风考纪整体

良好。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招考
机构明职履责、奋力担当，实现
平安高考目标，向党委政府和人
民群众交上满意答卷。

受疫情影响，今年高考时间
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月，高考成绩
发布、志愿填报时间等相应顺
延。我省第一阶段集中填报志
愿时间为7月25日至7月28日，
填报批次包括本科提前批，高职
高专提前批，本科第一批，本科
第二批；第二阶段集中填报志
愿时间为9月8日至9月11日。

我市今年高考成绩放榜

明起集中填报第一阶段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