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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 44 天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知根知底｜国之大计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皮
道琦、李强报道：9月9日，走进位于武
汉新港潘湾工业园内的湖北朗迈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只见新改造的环氧
地坪漆生产线生产车间焕然一新。

“该条生产线是今年1月批复建
设，投资500万元，6月份完成施工。”
公司行政办主任汪超群介绍说，该条
生产线设计施工产能每年一万吨，改
造更新后，将使产能提升30%。

汪超群介绍，朗迈公司产品涉及
防水材料、环氧地坪材料、防腐材料等

多个系列,是集研究、生产、销售、施工
于一体的国家级高科技企业。公司拥
有武汉、惠州两大生产基地。其中武
汉基地（湖北朗迈）年产能超过3600
万平米防水卷材、3万吨防水涂料、3.2
万吨防腐、环氧地坪涂料。其生产的
防水卷材、环保防水涂料广泛应用于
国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建筑和
民用、商用建筑，与岭澳、阳江、田湾、
陆丰等多个大型核电工程保持了合作
关系。

“在疫情和当前经济形势下，公司

生产经营还有所增长。”公司总经理邱
宗群自豪地告诉记者，今年预计实现
销售收入1亿元，而去年约在7000万
元左右。

逆势上扬的秘诀何在？汪超群认
为，主要得益于公司是持续不断的技
改升级。

“自落户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以
来，公司始终坚持降本增效，持续投
入、持续优化生产结构。”邱宗群说，
自 2018 年以来，朗迈公司先后投入
2000 余万资金，对包括环氧地坪漆

等生产线进行技改提升，压减低效益
产能，扩大市场需求量大、附加值高
的产品产能，使得生产效益显著提
升。

“我们将始终秉持科技兴企理念，
加强科研创新，不断探索产品创新技
术，深耕防水防腐材料市场，求得公司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邱宗群说。

湖北朗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技改带来逆势上扬

重点项目建设进行时

湖北平安电工

提能增效
9月4日，通城县坪山高新技术产

业园，平安电工三期车间，工人们正在
生产云母带。

据了解，该项目由湖北平安电工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3.5亿元建设，主要
生产云母异型制品、云母带、云母硅晶
发热膜、石墨烯发热膜、新能源汽车云
母制品等系列产品。项目全部建成投
产后，将大大提升公司产能，预计实现
年产值20亿元，新增就业1200余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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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自然生态公园城市，通城县底
气足。

通城县地处湘鄂赣三省交汇处，属
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坐拥“三山两
河一平畈”的全域山水生态格局。

近年来，通城县践行“在绿水青山
中打造金山银山”，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让好生态蜕变为好环境，走
绿道过上好日子。

通城人说：生态底蕴+绿色发展=秀
美新城。

从好生态到好环境

6月25日，通城和平社区邀请200
余户拆迁户在柳堤滨河公园参观龙舟
赛。看着眼前的公园，拆迁户感叹：“真
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太美太舒服了。”

如今，狭窄的两车道拓宽成六车
道，不拥堵了；老旧商住楼变成花红柳

绿的公园，不杂乱了；河道乱排乱扔的
污水垃圾被清理，不再臭了。

白天公园清新自然，鸟语花香，市
民或来健身锻炼，或来打卡拍照，享受
远离城市喧嚣的休闲时光。晚上公园
流光溢彩，步道上人影交织，共享家门
口惬意生活。

好环境的背后是通城县委县政府
建设公园城市的决心和力度。

为何要下决心？
和平社区辖区的旭红路是通城城

区的老商业中心，近2公里的道路沿河
建满了商铺。过去，居民有河看不见
河，有水触不到水，反倒是居民将生活
污水、垃圾乱排乱扔进河道。

旭红路征地拆迁涉及户数多，征收
户利益诉求大，征收建设成本高。该区
域建公园治理生态环境涉及拆迁房屋
面积3万平方米，征收户156户，大多为

商铺。在推诿拖延与迎难而上的选择
中，通城县的党员干部选择了“5+2”

“白+黑”，终于啃下硬骨头。
观斑见豹。秀美通城是个什么模

样？
“我们将打造”点、线、面“相结合的

县域绿地体系，形成完整的自然生态系
统。”通城给出答案。“点”是指城区的街
头小游园、小广场，“线”是指道路绿化、
沿河绿化廊道，“面”是指城市森林公
园、公园广场和湿地公园等。

在“点”上，通城城区主要有通城首
个城市公园——秀水公园、地标性建筑

——雁塔广场等，乡镇公园绿地主要集
中在东北部乡镇。在“线”上，通城城区
主要有隽水河沿河绿道。在“面”上，通
城县域有国家级大溪湿地自然公园、省
级药姑山森林自然公园、省级锡山森林
自然公园以及黄龙山森林自然公园。

下一步，通城将规划旅游公路环
线，串联城区、各个乡镇及大溪湿地自
然公园、药姑山森林自然公园、锡山森
林自然公园、黄龙山森林自然公园等自
然保护地，将县域的“点、线、面”资源相
结合，全方位让好生态变成好风景。

（下转第六版）

通城：怎样建设秀美新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柯建斌 甘青 通讯员 周红松

建设自然生态公园城市调研行系列报道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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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道：17日下
午，市人大代表和全市人大系统干部
《民法典》专题学习培训视频会议在市
会议中心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
鹤，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
委政法委书记蒋星华在主会场参加学
习培训。

会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李俊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和法律实
践，围绕《民法典》的时代意蕴、财产制度
的革新、法定担保的具体规则、功能主义
视角下的非典型担保等四个方面内容进
行解读。

会议指出，《民法典》的颁布意义重
大。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切实增强学习贯彻民法典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营造普法学法守法用法
良好氛围。

会议要求，市人大代表和全市人大
系统干部要带头深入学习领会《民法典》
的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重点内容；
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模范带头作用，既
要当好普法讲法的带动者，又要当好守
法用法的践行者，带头知法、守法、用法；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与依法履职
紧密结合，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为
夺取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彬、万春桥、
王槐生参加学习。驻县（市、区）的市人
大代表和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干
部、乡镇（街道）人大负责人在分会场参
加培训学习。

市
人
大
代
表
和
全
市
人
大
系
统
干
部

开
展
《
民
法
典
》
专
题
学
习
培
训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习记者谭
宏宇报道：9月17日，市政府新闻办举
行第六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我市各类突
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

2016年至2019年，我市收到中央和
省级交办各类突出环境问题221个。截
至9月10日，已完成整改销号203个，整
改完成率91.8%，计划到今年底，完成整

改销号问题220个，剩余1个涉及“退垸
还湖”的问题，将根据全省统一部署，于
2021年底完成整改销号。

全市各类突出环境问题主要涉及
空气质量改善、水生态环境建设、土壤
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系统自身建设等方
面，我市大力实施“蓝天工程”、“碧水工
程”、“净土工程”，推动生态环境改善提

升。通过近5年来的积极整改，生态环
境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今年8月，省
环境保护委员会通报的2019年度生态
省建设考核情况中，我市被评为优秀，
成绩位居全省第三名。

下一步，我市将加大现场核查力
度，全力推动中央、省级交办的各类突
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高标准完成，做到

真整改、真销号。聚焦防治臭氧污染、
斧头湖水质改善等重难点突出问题，进
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机制，全面完成
生态环境改善考核目标。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做到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综合治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全面
提升我市环境质量。

实施三大工程 保护碧水蓝天

全市突出环境问题已整改销号九成以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和《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
规定，为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报设
施的性能，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
防空意识，使广大市民进一步熟悉
防空警报信号，咸宁市人民政府定
于2020年9月18日上午10时整
进行全市防空警报试鸣。为了确
保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现将今

年警报试鸣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试鸣时间：2020年9月18

日上午10：00至10：20。
二、试鸣范围：温泉、咸安、赤壁、

嘉鱼、通城、崇阳、通山七城区。
三、信号种类：分为预先警报、

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各种警
报信号鸣放间隔为5分钟。其信
号识别：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

反复3遍，时间为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

复15遍，时间为3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

门、单位和广大市民、过往人员积
极配合，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
序。

咸宁市人民政府
2020年9月

咸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防空警报试鸣的通告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
道：9月16日，市政府办公室
发布《咸宁市城市管理工作
2020年月度综合评价实施方
案》，正式启动城市管理工作
月度综合评价，将根据评价
排名进行奖惩，第一名奖100
万元，最后一名罚100万元。

我市实行城市管理工作
月度综合评价，旨在进一步
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提升城市品质和市民满意
度。评价对象包括咸宁高新
区、市中心城区和全市6个县
市区，由市城市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牵头组织实施，根据
第三方机构月度评价结果进
行排名。各县市按建成区范
围进行评价，咸安区、咸宁高
新区、市中心城区按市区建

成区责任范围进行评价。
评价内容包括６个方

面：环境卫生、市容市貌、市
政设施、园林绿化、公共空
间、其他工作。

据悉，城市管理工作月
度综合评价由实地抽查和问
题整改组成，由市城市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第
三方机构具体实施，根据第
三方机构评价结果实行每月
排名。市城市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将对当月评价结
果进行讲评，总结工作经验、
分析问题原因、制定整改清
单。并根据评价排名情况进
行奖惩，月度评价第一名奖
100万元，最后一名罚100万
元，通过财政结算方式在评
价结果公布后一周内兑现。

以评促改 以评促管

我市启动城市管理月度综合评价

本报讯 记者原子、通
讯员汪耀武、叶翔宇报道：9
月11日，第46届世界技能大
赛建筑信息模型（BIM）项目
湖北省选拔赛在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该校建筑学院
的桂林、刘正、吴若愚和俞兰
等4名同学获得大赛个人一
等奖，有望代表湖北省参加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
拔赛。

据悉，世界技能大赛每
两年举办一届，是当今世界
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
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
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
2021年9月在上海举行。

世界技能大赛湖北选拔赛

咸宁职院4学生获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