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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三天受副高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14日：晴到多云，偏南风2～3级，26～36℃；15日：晴到多云，偏南风2～3级，26～36℃；16日：晴到多云，偏南风2～3级，25～36℃。今日相对湿度：50～80%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事关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与活力。就崇阳
县而言，加快稳健医用卫材产业转型升
级，扩大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县域经济
结构中的比重，对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强心剂”作用，亟待在以下方
面寻求突破。

着力扩大生产规模。稳健（崇阳）
有限公司作为国家重点疫情防控物资
定点生产企业和全省医用防护产品生
产、储备基地，面对全球疫情防控常态
化，企业现有厂房、设备已无法满足生
产所需的态势，该企业集团目前正着手
优化整合湖北各子公司资源，在崇阳经

济开发区新征地500亩，建立集研发、
生产、销售、储备于一体的医用卫材基
地，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加快完善产业链条。经过多年深
耕，稳健（崇阳）有限公司已形成以原料
纱布、包装印刷、成品生产、灭菌消杀等为
重点的完整产业链条。目前，该公司围绕
打造全国最大医用敷料基地目标，借助现
有完善的医用卫材产品质量管理体系，
加大产业整合力度，加快形成完整的健
康医疗产业模块，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招引优势产业资源。将通过完善
地方帮扶政策，加大对企业的技改支持
力度，提高资金补贴，激励企业扩产增

效，招引更多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落户崇
阳。同时，积极创优服务平台，吸引各
类急需的人才、技术、资金和优势资源
加盟，加快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发展。

支持产业聚集发展。一方面从盘
活、整合区域生产资源入手，以建设医
用卫材产业园为载体，打造以稳健、中
健两大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医用卫材生
产基地；一方面以众盼包装、恒升科技、
联创实业等企业为原辅料配套供应基
地，通过整合现有市场资源、引进外部
投资，不断完善医用卫材整体产业链条
供应体系，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提升企业发展动力。针对医用卫

材企业现有高技术人员和高素质员工
比例偏低的实际，积极引进沿海发达地
区专业人才，并通过设立专项奖励基
金、重奖技术人才等，在高薪退税、住房
补贴、职称评定和子女入学、家属就业
等方面向专业人才倾斜，让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能发展。同时，通过开展从
业人员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全面提升
员工综合素质，蓄积企业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
员刘炫、郑道程报道：10日上午
9点45分，咸安区城管局接到区

“12345”公共服务热线平台转交
的群众投诉：渔水路水产小区内
小巷井盖存在安全隐患。

接到投诉后，咸安区城管
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附近
巡查的执法队员赶往现场查勘，
发现因井盖底座损坏造成井盖
闭合不严，过往行人不留神踩上
后容易翻覆，存在安全隐患。

为避免破损井盖出现“伤
人”“吃人”的事件，执法人员立
即拖来水马进行围挡，做好警
示标识。同时，区城管局市政

管理股立即联系技术人员现场
查看，确定施工方案。

8月11日上午8时许，技术人
员赶往现场，对损坏的井盖底座进
行修复。当日上午9时许，井盖底
座修复工作完成，安全隐患消除。

区“12345”公共服务热线
平台工作人员唐秋婕说：“民有
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
有所为，这是每位平台工作人
员最基本的工作态度。”

今年来，区“12345”公共服
务热线平台已受理处办各类群
众诉求2675件，让每一位来电
来访的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
的关心、关注和关爱。

咸安“12345”公共服务热线平台

受理处办各类诉求2675件

本报讯 记者郭蓉、通讯
员骆新容、明聪报道：近日，在
市生态环境局开展的打击企业
非法排污“百日攻坚”行动中，
嘉鱼一企业被抓现行，被处罚
款48万元。

当日，市生态环境局嘉鱼
县分局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发
现，一企业存在利用软管向雨
水管网排放污水行为。执法人
员现场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该企业排放污水COD超过
排放标准，违法证据确凿。该
分局立即制止了企业的违法排
污行为，对该企业“逃避监管方

式违法排污”的行为立案查处，
罚款48万元，并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案件移
送公安机关，违法当事人被嘉
鱼县公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10
天的处罚。

自7月全市打击企业非法
排污“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
来，我市不断加大环境监察执
法力度。通过罚款和行政拘
留等措施严厉惩处违法当事
人，增加了企业违法成本，倒
逼企业提高守法意识，自觉履
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整治效
果显著。

市生态环境局重拳出击防治污染

非法排污企业领到48万元罚单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
记者童金建、通讯员但唐静报
道：11日，在赤壁市一河两岸清
泉公园段，工作人员正在清污，
他们分工明确，一边利用水泵
抽水冲击淤泥，一边用消毒液
擦拭冲水过的地面和河边护
栏。

前段时间，赤壁市陆水河
两侧遭受暴雨洪水袭击后，造
成绿化带和绿道被淹，部分基
础设施被毁。近日洪水退后，
相关部门立即组织人员清理公
园内淤泥和残留垃圾，修复水
毁设施，以恢复往日市民的活
动场地。

当天，赤壁市城市管理执
法局组织75名工作人员、12台
清淤机械，在一河两岸开展清
淤及消杀工作。

长期在陆水河清泉公园路
段锻炼的市民龚少华见状非常
高兴：“城管人员真是太及时
了，清理消杀工作也非常到位，
我们又可以像往常一样，到河
边健身锻炼了。”

据悉，经过24小时不间断
清理作业，在市民主要活动的陆
水河一河两岸清泉公园段、古城
老城墙段、陆水1桥至2桥段，都
已清理消杀完毕，市民可自由前
往休闲、锻炼、憩息。

赤壁一河两岸

洪水退后清淤消毒忙

做优医用卫材产业 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崇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石浪

转型发展大家谈
咸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主办

三六重工生产忙
7月28日，咸安经济开发区，湖北

三六重工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机床
前忙碌。

据了解，该公司主要生产各类电
动葫芦、单双梁起重机、门式和旋臂式
起重机、架桥机等，除了供应国内市场
外，同时出口俄罗斯、越南、也门、巴西
等国，产销两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8月12日晚，“脱贫攻坚造就美丽咸宁”通山赛区在广播电视演
播大厅正式拉开帷幕，14位选手进行了精彩纷呈的演讲。本次活动
旨在全面展示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成果，讴歌脱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
来的典型人物、先进工作队、脱贫之星。

通讯员 徐大发 摄

嘉鱼东湖围堤

34天超保证水位安全运行的背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特约记者 江开群 通讯员 杨雪 尹泓

“终于降到保证水位以下了。”
8月11日上午8时许，嘉鱼县东湖

围堤指挥部内，一片欢腾。
市“两湖”防汛指挥部发布的水情

数据显示：8时，三洲斧头湖水位为
23.92米，较23.94米的保证水位降低
了两厘米。自7月9日凌晨3时达到保
证水位以来，这已是东湖围堤超保证运
行的第34天。

“不容易！坚守了34天，终于降到
了保证水位以下。”看着斧头湖水位走
势图，东湖围堤指挥部政委聂明新感慨
万千。

“这标志着我们斧头湖防汛取得了阶
段性胜利。”指挥长甘志宝晒得黝黑，她
眼里泛着激动的泪花，这是我们紧紧依
靠党组织、党员、基干民兵和广大群众，
多种形式压实责任、强化值守的结果。

临时党支部：
最坚固的“防浪墙”

8月10日，东湖围堤渡普镇渡普口
村段，该村防汛抗灾临时党支部书记王
光华，正带领党员突击队员认真查险。
队员们手握木棒拨开杂草，观察险情。

作为东湖围堤上的11个临时党支
部之一，该支部共有12名党员，自入汛
上堤后，就一直坚守到现在。

除日常值守查险外，支部还将12
名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党员突击队，
哪里有险情就派到哪里，哪里有需要就
出现在哪里。他说，现在就是党支部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时候。
“看见党旗，就有了主心骨。”谈及

党支部，一同值守的村民说。
7月入汛后，斧头湖水位上涨迅猛

并很快超保证，东湖围堤指挥部第一时
间成立临时党总支和11个临时党支
部，将155名党员分配到各级分指挥部
和哨所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在风口浪尖
竖起一面面冲不倒的红色旗帜，打造了
一道最坚固的“防浪墙”。

共产党员：
最结实的“防汛木桩”

“我是党员，我承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恪尽职守、持续作战……”8月
3日，嘉鱼围堤防汛指挥部临时党总支
组织11个临时党支部155名党员，在
防汛一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每名党
员在重温入党誓词之后，以“抗洪救灾
我带头，我是党员我承诺”为主题，面向
党旗，庄严承诺。

徐联社是县住建局的一名党员干
部，也是渡普镇烟墩村第一书记和驻村
工作队队长。入汛后，他主动承担斧头
湖嘉鱼围堤防汛重点监控部位，带领
90余名值守群众，仅用一天半时间，在
500米无植被堤坡上铺设好防浪布。
徐联社说：“我承诺，誓与洪水战到底，
不获全胜不收兵！”

潘家湾镇官垱村的后备干部秦莉，
自防汛工作开始以来，一直担任着该村
防汛后勤保障工作，负责采购、储备、调

配各类防汛物资，担子不比前线轻。秦
莉说：“我承诺，尽最大努力当好坚强后
盾，请大家放心向前冲。”

……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面对严

峻汛情,东湖围堤155名党员不惧危
难、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
使命，成为钉在围堤上最结实的“防汛
木桩”。

基干民兵：
急难险重时的“突击队”

“保大家，才能顾小家。”曾随部队
参加98抗洪的渡普镇大路铺村防汛抢
险突击队队长、退伍军人陈谈会，在22
年之后，再次站上了嘉鱼防汛第一线。
7月8日，大路铺村责任段出现险情，陈
谈会立即组织突击队抢险，带头跳进水
中堵塞涵洞，成功排除险情。

56岁的赵长义，自退伍转业以来
已在水利系统工作22年，被誉为东湖
围堤上的“堤坝医生”。今年，赵长义担
负起了斧头湖嘉鱼围堤15公里的防汛
技术指导任务。来不及休息，又马不停
蹄地赶往下一个现场，是赵长义的工作
常态。巡查记录显示，他曾在一天之内
处理了6处隐患。

出生于1996年的退伍士兵陈宇，
承担起防汛报告、物资调度、值班值守、
文件处理等工作，经常在处理文件、后
勤调度中忙碌到半夜。

据统计，自入汛以来，斧头湖嘉鱼

围堤上先后有75名退伍军人、400余
名基干民兵闻汛而动、迎险而战，成为
东湖围堤抢险救灾的突击队。

普通群众：
围堤安全的坚强后盾

“我们将严格按照要求，做到水退
人不退、减压不减人。”10日，在东湖围
堤潘家湾镇龙坎湖村段，村主任徐军从
副指挥长杜小龙手中接过流动红旗时，
坚定地说。

过去的一周，他所在的17号哨所，
因在防守人员到位、巡堤查险组织、险
情隐患处置、哨棚整洁卫生和上级指令
落实等五个方面表现良好，被评为“五
好哨所”。

在这一天，还有另外四个哨所也收
到了指挥部授予的“五好哨所”流动红
旗和矿泉水、方便面等慰问物资。

“7月20日开始，一周一评比。目
的是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松劲，确保围
堤安全度汛。”杜小龙说，广泛发动群
众、紧紧依靠群众，是打好防汛这场硬
仗的重要保障。

7月以来，东湖围堤上共有772名
党员群众坚守在防汛一线，520余名青
壮年参加应急抢险突击队。其中，许多
大堤沿线的村民田地被淹被毁，也坚决
支持和服从指挥部的工作。

“广大群众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
精神和付出，为我们做好防汛工作提供
了坚强后盾。”杜小龙动情地说。

8月12日一早，家住江夏区纸坊街
道的饶浩源老人，换上整洁的白衬衫，
郑重地戴上党徽，将一叠崭新的人民币
包好，塞进随身携带的旧布包。他要赶到
几十公里外的咸宁，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饶浩源老人今年88岁，是咸安区
贺胜桥中学的一名退休教师。自2017
年以来，老人每年拿出一部分积蓄奖
励、资助优秀学子。今年，听说咸宁高
中高考成绩优异，老人主动联系共青团
咸安区委，希望拿出3万元奖励高分考
生并资助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

上午10时许，在团区委的陪同下，
饶浩源老人来到咸宁高中。一进门，就
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听到今年过600分的有108人，
我高兴呀。”看到孩子们，饶浩源老人打
开话匣。他向学生讲述起自己的经历
和感悟。饶浩源出身贫寒，年幼失学，
因一部《武训传》而立志要终生助贫支
教兴学，并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理想。

从教几十年里，饶浩源资助过家庭
贫困险些辍学的学生，为学校建教学楼
捐过钱。1992年退休后，更是全身心
投入到公益中，义务教书、义务帮教、义
务修路、义务助学，还以贺胜桥北伐革
命烈士陵园为平台，多次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

近三年来，饶浩源每年拿出1.2万
元，用于奖励和资助咸宁、江夏学子。

今年，他准备了5万元，其中3万元用
来奖励咸高6名过清北线的优秀学子
每人2000元，资助6名家庭贫困的优
秀学子每人3000元。2万元用于资助
江夏学子。

在包钱的纸上，老人还留言：“祝贺
你们考出好成绩，希望你们毕业以后回
报社会，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老
师的教育之恩。”

从老人颤巍巍的手中接过助学金，
高三A（4）班的余霜感激地说：“饶爷爷
的故事让我很感动，我一定继续好好学
习。”

今年考上中科大少年班的余亦可
说：“饶爷爷把退休工资攒着捐资助学，

让我非常感动。他的奖励对我来说是
莫大的鼓励。今后，我也要像饶爷爷一
样，为社会和家乡做贡献。”

“我们与饶浩源老人接触了三年，
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共青团咸安区
委书记张娟文说，饶浩源独居一处陈旧
的平房，平时省吃俭用，每月4000多元
的退休金只花几百元，攒下的几乎都用
来做好事了。

“饶老师自己生活清苦，却甘于清
贫乐于助人，他一辈子关心教育，他的
无私大爱值得我们学习。”咸宁高中高
三年级主任朱学佳、郭建斌说，希望受
奖励、捐助的学生能够把老人的这种精
神传承下去。

88岁老人3万元捐助咸高学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萱 章文静 实习生 晏晓玲 通讯员 陈蕾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
讯员余似予、高琪报道：11日，
市委政研室党员干部来到创文
联系片区金桂社区，开展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志愿服务活动，
并组织包保责任单位召开座谈
会，进一步压实包保责任，推进
联系片区创文工作。

座谈会上，各包保责任单
位负责人汇报了所包保小区的
创文工作开展情况、存在的主
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会议要求，各责任单位要
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创文
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效果导向，加强沟通衔接，
推动问题彻底解决。要注重精

细化、标准化管理，加强文明宣
传引导，倡导养成良好的文明
习惯，提升群众文明意识和文
明素养，让创建成果更多惠及
老百姓。要加强信息互通，包
保责任单位、社区、小区党支
部、物业要实现“无缝对接”，同
时积极发动群众“唱主角”，充
分利用小区老党员、志愿者、楼
栋长、网格员及各类社会团体
等群体力量，凝聚工作合力，共
同创造和谐文明的生活环境。

会后，各包保责任单位到
所联系的小区开展工作对接，
现场查找物业管理、垃圾处理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落实
问题清单。

市委政研室积极对接

推进联系片区创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