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版
2020年11月27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王莉敏

电话：0715—8128770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持续推动“六大”活动成果转化应用

校企合作
赢市场

22 日，咸宁洪盛模具科技有限
公司员工在生产线上忙碌。

该公司总投资2.8亿元，是一家
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汽
车模具高科技企业。为提升市场竞
争力，公司积极与华中科技大学、湖
北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合作，研发生
产的各种汽车模具产品，广泛被奥
迪、沃尔沃、宝马等世界知名汽车制
造商选用，年产值近3亿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大畈麻饼：从小作坊到规模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特约记者 孔帆升 通讯员 杜嘉怡

“旅游恢复后，生意火了起来，特
别是国庆期间，销量突破30万箱！”11
月13日，通山县大畈镇阳春园食品有
限公司大厅，隔着玻璃，车间里一片忙
碌，总经理章晓建谈及企业发展自豪
不已。

阳春园创办于2010年，前期因传
统手工生产效率低、品种单一、手工纸
筒包装保质期短，产品始终走不出“界
水岭”。2016年，采用电能生产，效
率、口感得到双提升，同时进行技术改
良，轻薄麻饼问世，备受欢迎。

产品畅销，供不应求，规模需适当
扩大。在省纪委扶贫工作队和县、镇
两级党委政府帮助下，2018年，新厂
房建成投产，产能翻几番。

“农户的产品照单全收！”章晓建
说，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经营模
式，将原材供应、食品加工与精准扶贫
有机融合，带动农户共同发展。旺季，
阳春园用工可达120人。

离阳春园约一公里处，通山龙凤
禧食品有限公司车间里，老板谭从政
正在烤制麻饼，香气四溢。

“电比柴火好用多了。”谭从政熟
练地翻动麻饼。他介绍，使用电烤后，
品相和效率都大大提升了。

谭从政原在大畈供销的麻饼厂工
作，1996年麻饼厂改制，他与妻子商
量包下麻饼厂继续发展。这些年来，
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不断创新，提升品
质，麻饼香飘万里。

今年10月，龙凤禧销售额高达
200余万元，超过去年全年销售额。

除自身实现发展，龙凤禧同样积
极带动农户共同发展，除去原材料采

购外，每年还要发放工钱40余万元。
大畈是旅游名镇，每年吸引游客

数十万，麻饼深获喜爱。近年来，大畈
麻饼实现了从“作坊加工”向“规模化
生产”的跨越，产量、品质实现飞跃，拓
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成为了脱贫致富
的“金饼”。

目前，该镇35家麻饼生产公司
（作坊）实现转型升级，成为了当地
又一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带动350
余户农民就业，其中贫困户 110 余
户。

17日上午，雨后初现阳光。通山
县通羊镇双泉社区，黝黑的沥青路格外
干净，街道两旁市民或驻足寒暄、或忙
于生意，一片繁荣祥和景象。

“昨天又接到了一单。”摩尔港琼钗窗
帘店内，老板张琼钗忙着缝制窗帘。她
说，污水道处理好后，连生意都更旺了。

张琼钗所说的“污水道”，是距其店
面不足5米的下水道，数年前不时漏出
污水，后来由漏转喷，臭气熏天，严重影
响附近居民、商户生产生活。

“多次提出集资解决，但意见始终
无法统一。”张琼钗眉头紧皱，居民意见
不一致，只能找社区帮忙。

“问题能彻底解决，还得感谢烟草
局。”社区党总支书记陈再芬说。

今年社区成立大党委，将辖区划分为
10个网格，每个网格由一个单位包保，摩
尔港属烟草局包保范围。烟草局了解
后，请人挖开地面，清空内部堆积污物，
并重新铺设大口径管道，彻底解决问题。

“环境好了，人气旺了，大家心情都
好。”张琼钗笑道，“每天出来聊天的人
都变多了”。

行至虎岗山庄，77岁的程良根沿
着沥青路散步。就在一年前，这条路让
他苦不堪言。

虎岗山庄位于山脚下，出行必经一

条坡路，由于年久失修，坑洼四现，加之
山涧水、污水常年不断，既影响居民生
活，也存在安全隐患。

“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六月天
蚊蝇满天飞，居民只能捂着嘴。”程良根
说，冬天路面结冰还容易摔倒，许多居
民直接搬走了。

去年，社区抓住老城区改造机会向
上级汇报并得到支持，最终实现全面升
级，群众点赞声一片。

“干净、宽敞，人都精神了许多。”程
良根对新路甚是满意。

社区卫生服务站内，居民舒婷正在
打点滴。舒婷住在莲花小区，过去有点
小病痛总在小区旁诊所治疗，环境一般
费用贵。

“一个小感冒得花三四百，卫生服
务站不到其三分之一。”舒婷说，诊所近

无法报销，医院可报销但离家远，卫生
服务站结合了二者之优。

“进价多少卖多少，尽量为居民提
供良好服务。”镇卫生院坐诊医生徐春
华介绍，服务站不仅药便宜，同时诊断
室、治疗室等划分科学精准，诊疗环境
好，群众十分满意。

目前，该社区共设有2个卫生服务站。
东升学校门口，年过六旬的李奶奶

送孙子上学，她家离学校不足500米，轻
松送完孩子，还能与邻居聊聊天、打打
牌。而过去，接送孙子是一件苦差事。

“天气好，就是时间长点，天气不
好，各种麻烦都有。”李奶奶说，下雨天
接孩子，基本要湿半边身。

2016年以前，双泉社区辖区内无
学校，孩童只能去实小、一小等学校，离
家远不方便。为解决孩童上学远难题，
在社区中心位置新建东升、南门两所学
校，缩短上学距离。

“现在学校就在家旁边，几分钟就
到了。”李奶奶开心地说，不仅接送方
便，孩子也能多睡会儿了。

路灯明亮、活动场所宽敞、健身器
材丰富、残疾人日间照顾免费……居民
生活日益方便，欢笑声越来越多。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社区见闻

通山双泉社区

排忧解难暖民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通讯员 赵冬平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三天我市以阴天为主。具体预报如下：27日：阴天，偏北风2～3级，6～10℃；28日：阴天南部有小雨，偏北风2～3级，6～9℃；29日：多云，偏北风2～3级，5～12℃。明日相对湿度：65～100％

香城街头，一座座公共厕所或新建，或改造一新——

让“方便”之处更方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婧 实习生 黄鑫霞

小小公厕，不仅是民生大计，更是
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近日，记
者走进市人民广场、体育中心、十六潭
公园等地，发现一座座公厕不仅"颜值
"变高了，还贴心地增加了第三卫生
间、灭蚊灭蝇灯、无障碍等人性化设
施。

一厕一景，颜值更高了

青灰色的瓦片、中黄色的墙面、深
棕色的格子窗……十六潭公园游乐场
附近，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掩映在芭蕉
与香樟之间，构建成一幅优美的画卷。
如果不是门口的公厕指示牌，很难想到
这是一间公共厕所。

“周末休息，一家人就近来咸宁泡
温泉，顺便来十六潭公园逛逛。这儿的
公厕大老远看，以为是一处小景点。厕
所里的卫生环境保持得很不错，体现了
市民的文明素质，值得点赞。”来自武汉
的刘女士说。

“此前，公厕因使用年限较久，出现
地砖老化、隔段门板破损、门关不上、无
障碍马桶损坏等诸多问题，体验感很不
好。今年10月底进行改造后，不仅新
换了洗手台、隔板等，还对公厕的装修
风格进行了大更新。”在公园里做“捞金
鱼”生意的林先生说，公厕变美了，市民

多了，生意也好些了。

管理创新，环境更好了

潜山森林公园一直以来都是市民
和游客颇为青睐的爬山、散步好去处，
而在潜山寺的山脚处，此前因为没有兴
建公共厕所，给游客造成了极大不便。

“由于没有厕所，一些素质不好的
游客会选择就地解决。”附近村民章樊
组告诉记者。

去年7月，潜山寺公厕兴建并投入
使用。考虑到该公厕所处地较为偏远，
公厕在设计时，加入了副食经营区域，

通过‘以商养厕’的方式进行管理。
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公厕改革工作

人员王永涛介绍，以商养厕即将厕所旁
的铺面免费承包给一个附近居民，由该
居民担任厕所的保洁管理人员，全权负
责公共厕所的日常卫生及维护工作。

走进灰瓦白墙的厕所内部，只见地
面、墙面被清理得洁净而又干爽，洗手
台及镜面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如厕区域
的墙角还被细心地点上一盘檀香。

“政府让我免费在这儿开店，卫生
当然要搞好。”承包下厕所经营保洁工
作的附近村民梅阿姨一边清扫厕所门

前的落叶，一边乐呵呵地说。

设计贴心，人心更暖了

“以前厕所的地面要稍高一些，偶尔
会有行动不便、被家人推出来散步的老
人，对于他们来说进一趟厕所就比较麻
烦。”在市体育中心，王永涛向记者介绍
改建后的公厕新增的各类人性化设施。

只见公厕内，墙面、地面、隔间等，
焕然一新。还增设了儿童洗手台、便于
管理人员清洗拖把等洁具的小池子。
厕所的隔间，还增设了无障碍厕位。

在古色古香的月亮湾公厕，各类无
障碍设施、儿童便池、洗手台、檀香等一
应俱全，入口的天花板上还安装着一盏
能灭蝇灭虫的紫光灯。

据介绍，为提高舒适度，我市在改
造公厕时，在通风、保洁、规划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按照“四净三无两通一明”
的标准对公厕卫生管理进行考核。

如今，走在香城街头，一座座各具
特色的公共厕所，在方便市民的同时，
也展现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和温暖。

巩固创卫成果
共建美好家园

服务热线： 56869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
讯员余谦、黄泽中、廖春旭报
道：近日，2019年全省市场监管
考评结果出炉，我市市场监管
工作传来捷报：市场主体总量
增幅、企业年报、投诉举报办结
率等3项工作全省排名均为第
一。此外“双随机一公开”、年
报公示、信用建设、安全生产、
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扫黑
除恶、学校食品安全监管等多
项工作在全省、全市进行交流
发言。

今年，我市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在市场监
管领域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帮

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复工复
产。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简化
准入注销程序，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政务服务环境。“四
大安全”监管方面，着重抓好食
品安全分环节智慧监管，通过
专项整治保障药械化安全，对
特种设备实行创新监管。服务
高质量发展方面，树品牌，构建
知识产权体系；立标准，发挥基
础引领作用；严监管，规范市场
秩序。

截至10月31日，全市市场
主 体 25.6 万 户 ，同 比 增 幅
17.2%；新增市场主体 5.37 万
户，同比增幅30.5%，增幅排名
均为全省第一。

我市市场主体发展势头向好

3项工作全省排名第一

本报讯 记者张欢报道：
日前，中央文明委公布关于表
彰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文明单位和第二届全国
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及新一届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先进的决定。其中，咸宁12
个村镇、单位、家庭、校园榜上
有名。

具体名单为：嘉鱼县陆溪
镇、嘉鱼县簰洲湾镇王家巷村、
通城县五里镇尖山村、通山县

南林桥镇石门村获评第六届全
国文明村镇；咸宁市财政局、咸
宁市人民检察院、国网湖北省
电力有限公司崇阳县供电公
司、通山县人民检察院获评第
六届全国文明单位；赤壁市蒲
圻街道和尚岭社区陈和安家庭
获评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咸宁
市浮山学校获评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崇
阳县第一中学、崇阳县实验小学
获评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

我市新增12个全国文明称号

本报讯 记者镇强报道：
近日，我市交通系统十大“交通
诚信之星”名单出炉。

为推动我市信用体系建设，
树立“信用交通·咸宁”品牌，更
好地发挥诚信典型示范带动作
用，营造咸宁交通诚实守信风
尚，今年9月，市交通运输局、市
发改委启动了2020年咸宁市

“交通诚信之星”评选活动。
经过基层推荐、专家评选、

公示公告等程序，咸运集团祥
生出租车分公司出租车驾驶员
李元成、赤壁市公交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伟华、咸宁市枫
丹公共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公交
驾驶员万学军、咸运集团祥生
出租车分公司驾驶员韩艳、咸
安区源通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

驾驶员王勇、湖北安欣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超孚、咸
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教师陈小
艳、通山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
所工会主席蔡松、咸宁市职业
教育（集团）现代驾校副经理商
志华、崇阳县交通运输局交通
民警室副主任周海军入选。

据了解，此次当选的10名
“交通诚信之星”，始终坚持“群
众利益无小事”的信念、坚守

“拾金不昧”的品德、坚信“重合
同、守信义”的原则，重信誉、守
信用、讲信义，在平凡的岗位上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诚实守信的理念，弘
扬了新一代交通人的诚信品
质，发挥了先进的典型示范引
领作用。

我市评出十大“交通诚信之星”

本报讯 记者见博报道：
11月26日，云南省捐赠视联动
力远程医疗设备捐赠仪式在市
疾控中心举行，云南省卫健委
相关负责人、援咸医疗队代表、
市直卫生医疗负责人等参加捐
赠仪式。

疫情发生以来，云南省派
出最优秀的医疗技术力量，集
中优势资源倾力支援咸宁，针
对我市医疗卫生存在的突出问

题，深入开展了系列抗疫援助
活动。

此次捐赠的医疗视频设备
价值296万元，目前正在安装并
逐步交付使用。

据介绍，设备具有开展实
时双向视频会议、远程病历会
诊、远程专家门诊等功能，将为
我市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改善基层群众
就医条件发挥重要作用。

云南省向我市

捐赠83台远程医疗设备

本报讯 记者王馨茁、通
讯员吕世蒙报道：11月26日上
午8点10分，一辆大众车出现
故障停在双鹤桥红绿灯路口，
正在执勤的交警发现后询问缘
由并帮助司机将车辆停靠路
边，“现在是早高峰，路口车流
量较大，该车停在红绿灯路口
易造成拥堵。”这是当天早高峰
交警执勤的一个缩影。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获悉，从11月26日起，为缓解
城市交通压力，优化城区交通
环境，市公安交警支队根据早
晚高峰时段、路段的交通流量
特点，科学安排部署，抽调支队
机关全体民辅警下沉一线增援
路面，在温泉城区银泉大道、咸

宁大道、温泉路、配合大队开展
早、晚高峰的执勤。每天早上7
点30分到8点30分、下午5点
到6点30分，在城区24个重要
路口安排了百余名警力值守，
纠正、查处违法，疏导交通切实
提高路面管事率。

据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举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路
面见警率，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有序，缓解早晚高峰时段
交通拥堵，助力我市创建文明
城市。交警支队将严格认真履
职，劝导、教育、维护道路交通
秩序，切实提高路面管事率。

同时，交管部门呼吁广大
市民尽量选择绿色出行，错峰
出行。

缓解城区早晚高峰拥堵

百余名警力上路增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