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刘震、通讯
员王孙致远、朱燕林报道：近
日，国家应急管理部对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
行表彰。我市1个集体和4名
个人获表彰。

咸宁市咸安区消防救援大
队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
号，咸宁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
督科杨念东、咸安区桂乡大队消
防救援站一级消防士杨睿、通城
县通城大道消防救援站一级消

防士李昊学、赤壁市东风路消防
救援站四级消防士王杰获“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全体指
战员按照中央、省、市疫情防控
决策部署，始终战斗在抗疫第
一线，全面筑起抗疫战斗的坚
强堡垒。在疫情防控中，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身先
士卒、义无反顾深入到我市抗
击疫情第一线，为我市“战疫”
工作作出了贡献。

咸宁消防1个集体和4名个人

荣获国家应急管理部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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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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三天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早晚气温较低。具体预报如下：8日：晴天，偏北风2～3级，-6～4℃；9日：晴天，偏北风1～2级，-6～7℃；10日：晴天，偏北风1～2级，-4～7℃。今日相对湿度：40～100％。

本报讯 记者张欢报道：5
日，《辛丑年》特种邮票正式在
我市发售。即日起，集邮爱好
者可通过国家指定邮政网点、
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
端、中国邮政微信商城购买。

这套邮票一套2枚，全套面
值2.40元，是中国生肖邮票序
列第四轮中的第六套，延续了
第四轮生肖邮票的“家国”理
念。其中，第一枚名为“奋发图
强”，描绘了雄壮有力、一往无
前的奔牛形象。第二枚名为

“牛年大吉”，通过大牛与小牛
舐犊情深的温馨画面，向全国
人民传递家庭兴旺和谐、团圆
美满的美好祝愿。

据了解，2021年是农历辛
丑年，即生肖牛年。因此，《辛
丑年》特种邮票也被俗称为“牛
票”，寓意“牛年大吉”“牛气冲
天”。同时，该套邮票由曾担任
1985年第一轮牛年生肖邮票的
设计师姚钟华先生再度执笔创
作，受到广大集邮爱好者的热
捧。

《辛丑年》特种邮票全市发售

1月6日，由深圳市智创欣实业和
创源电子、梅开科技、涵泰供应链共同
投资25亿元的智能终端产业项目与咸
安区签约，正式落户咸宁。

作为今年招商引资首个“开门红”
项目，该项目从获取信息到正式签约历
时仅45天，创造出新的“咸宁速度”。

市招商和投资促进局负责人介绍，
回顾项目洽谈过程，市区两级紧密配合，
展现出务实、高效、担当的工作作风。

去年11月23日，市招商和投资促
进局捕获项目信息后，迅速根据项目落
地所需厂房、土地、政策要求进行深度
研判分析，认为该项目适合由咸安区承
接。

“智能终端产业是咸安区重点规划
发展产业，符合‘中国制造2025’总体
规划要求。”当天晚上，项目信息移交至
咸安区，引起该区高度重视。

两日后，咸安区组织由区领导带队
的考察团队赴投资方所在地深圳进行
实地考察洽谈。

11月底，项目投资方董事长率团
到咸安区进行回访考察。

12月初至元旦期间，市招商和投
资促进局与咸安区就项目落地反复与
投资方进行多轮次洽谈磋商并最终达
成一致，商定于今年1月6日上午正式
签约。

签约仪式上，深圳市智创欣实业负
责人表示，从初步接触到达成合作意向
再到最终签约，看中的是咸宁优越的投
资环境和干部扎实的工作作风。

追“高”逐“新”，招大引强。深圳
智创欣智能终端产业项目发展方向，也
与我市发展的重点和产业定位十分契
合。

项目投资额大。该项目总投资25
亿元，将全部采购进口的世界领先设
备，引入多条全自动SMT\PCBA线、
TP\LCD模组生产线、摄像头模组生产
线、智能终端自动化组装生产线，设备
固定资产实际投入不低于15亿元。

产业前景好。项目主要生产智能

穿戴、智能机器人、智能音箱、钢化膜
TP、LCD 产品等智能终端产品，拥有
广泛消费人群和广阔市场前景。

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高。3栋6层、
每层5000平米标准化厂房及总部经济
大楼、研发中心、测试、产品展示、生活
配套用房，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米，而
用地仅100亩，容积率达到1.5以上，建
成后将成为我市工业园区集约用地的
标杆。

全产业链发展形成闭环。项目除
极少数原材料从外部采购，其余全部自
主生产、测试、组装，旗下拥有维纳斯
（VENUS海外智能终端产品）、吾爱久
久（机器人、智能耳机等产品）、金晗讯
（儿童穿戴产品）、金晗贝（成人穿戴产
品）、品阔（PINKUO医疗健康类产品）
等多个自有品牌，项目从上游供应链金
融，到中间环节的研发、生产、管理，再
到下游拥有成熟的国内外营销渠道和
市场，完整形成高端智能终端产品全产
业链布局。

带动效应好。项目产业园建成后，
第一个完整经营年度预计完成20亿产
值，实现税收4000万元，第二年预计完
成30亿产值，实现税收6000万元，第
三年预计完成50亿产值目标，实现税
收1亿元,三年打造100亿产业园区，
项目达产后将带动3000人就业。

有效招商只是项目建设的起点，真
正考验招商实效的，是项目能否尽快落
地。项目投资方承诺，在取得土地使用
权后3个月内产业园开工建设，18个月
内完成产业园厂房建设、装修和设备安
装调试，全面投产。

咸安区政府表示，围绕企业所盼、
项目所需，创新举措、优化流程、提升效
率，全力为项目落地提供最优服务、创
造最优环境，让项目尽早启动实施、早
日建成投产。

45天，25亿元
——深圳智创欣智能终端产业项目落户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通讯员 祝军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报
道：日前，全省第三届群文系统
技能大赛决赛在湖北黄石举
行。在参加决赛的37个节目
中，由我市选送的节目女子三
人舞《蓝色的风》荣获一等奖，
崇阳提琴戏《红丝错》荣获二等
奖，女声独唱《哟哟儿伙》荣获
三等奖并在全省排名前5。

决赛现场，参赛者通过表
演、才艺展示、知识问答等三个
环节进行紧张激烈地角逐比拼。

“为了这次比赛，选手们都
做了辛苦的准备，我们希望每年
都能有这样的技能大赛，来提升
基层业务人员的表演和辅导技
能。”《蓝色的风》选送单位、赤壁

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王霞说。
据悉，群文系统技能大赛

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每三年举办一次，是我省群文
系统规格最高的技能赛事。本
次大赛共有17个地市州群艺
（文化）馆代表队报名参加比赛，
比赛最终获奖选手将被列入本
市群文人才培养计划，优先提供
展示平台及专家定制培训。

我市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参加比赛，加强了全省群文
系统的交流与学习，展示了咸
宁群文系统的业务水平，对全
面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
务质量、扎实推进群众文化事
业繁荣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全省第三届群文系统技能大赛落幕

我市女子三人舞荣获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焦姣、通讯
员余茹报道：日前，湖北省第十
五届中学生运动会在荆州落下
帷幕，咸宁代表团共获得2金4
银2铜，男篮、女篮、男排、女排、
男足全部进入前八，三大球项
目均进入四强，创历史新高。

本届运动会设田径、游泳、
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健美
操、武术、跳绳等9个项目的比
赛，我市共选拔出11支队伍参
加比赛。

在男子排球季军争夺战
中，由鄂南高中学生组成的咸
宁男排在0：2落后的情况下，绝
地反击，最终3：2战胜黄石队，
获得第三名，历史上首次获得
省中学生运动会奖牌。

在此前结束的男足和男篮
比赛中，咸宁代表队也均获得
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今年省中学生运动会上首
次出现了跳绳项目，咸宁市浮
山学校跳绳代表队在赛场上展
露英姿，获得女子个人花样金奖
和双人车轮花样男子组银牌、铜
牌，在其他花样跳绳中也分获名
次，最终获得团体总分第三名。

近年来，我市逐年增加体
育中考分数，加强特色招生改
革力度，大力加强学校体育设施
和场馆建设，开好开足了体育课，
校园足球、篮球、排球联赛蓬勃开
展，三大球类运动参与人数激增，
学生的运动竞技水平稳步提升，
为取得佳绩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市中运会成绩创历史新高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安全常识
冬季很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

一种无形“杀手”，具有无色、无味的特点。如果人
体吸入大量的一氧化碳就会引起严重缺氧，从而造
成中毒。中毒轻者常常表现为头晕、眼花、头痛、胸
闷憋气，心慌，四肢无力，恶心呕吐，甚至晕倒。中
毒重者面色潮红，口唇呈现樱桃红色，呼吸急促，脉
搏跳动加快，心跳不规则，甚至大小便失禁，昏迷不
醒，继而呼吸、心跳停止，造成死亡。

常见中毒原因
1.在密闭居室中使用煤炉取暖、做饭，由于通风

不良，供氧不充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积蓄在室
内。包括门窗紧闭，又无通风措施，未安装或不正
确安装风斗，疏忽大意，思想麻痹，致使一氧化碳大
量溢出；气压低，一氧化碳难以流通排出。

2.城市居民使用管道煤气，如果管道漏气，开关
不紧，均可使煤气大量溢出，造成中毒。

3.使用燃气热水器，通风不良，洗浴时间过长。
4.冬季在车内发动汽车或开动车内空调后在车

内睡眠，都可能引起一氧化碳中毒。预防措施在日

常生活中，有人认为睡觉时在炉火边放一盆水可以
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
一氧化碳不易溶于水。

正确的预防措施
1.在冬季用煤炉取暖时，煤炉首先要装上烟筒，

并检查煤炉和烟筒是否漏气，烟道有无堵塞，是否
通畅，并根据当地风向确定排烟方向，以防灌倒风。

2.俗话说“宁可冷清清，不能烟熏熏”晚上睡觉，
不要堵上炉火的风门，屋内要设通风口，注意室内
空气的流通。

3.刚刚生着的煤炉，最容易产生一氧化碳，应及
时打开窗户通风，并等炉火着旺后，再封火，切不可
用湿煤封火。封火后对燃烧未尽的炉灰，应及时清
理。

4.用火炕取暖，要注意火炕的密封情况，做到不
漏气，排烟顺畅。

5.提高认识，增强安全意识。从预防做起，树立
安全第一的思想，要做到定期检查烟筒和烟囱是否
漏气，是否堵塞。长时间停火后，再生火时一定要

检查烟筒和烟囱。确保自身的安全。
一氧化碳中毒急救原则

1.应尽快让患者离开中毒环境，并立即打开门
窗，流通空气。

2.患者应安静休息，避免活动后加重心、肺负担
及增加氧的消耗量。

3.给予中毒者充分的氧气。
4.对中毒较轻的病人，可以让他喝些浓茶，鲜萝

卜汁和绿豆汤等。
5.神智不清的中毒患者必须尽快抬出中毒环

境，让病人平躺下，解开衣扣和裤带。在最短的时
间内，检查病人呼吸、脉搏、血压情况，根据这些情
况进行紧急处理。

6.中毒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
心脏按压。

7.呼叫120急救服务，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治病
人。

8.病情稳定后，将病人护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治疗。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现将拟
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王慧华，女，汉族，湖北咸
安人，1967年5月出生，大学学
历，文学学士学位，1990年7月
参加工作，1993年12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市直机关团工
委书记，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组
织科长，市接待办副主任、党组
成员，市扶贫开发办（移民局）副
主任（副局长）、党组成员，市农
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现任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拟提名为市人大城乡建设与资
源环境保护委主任委员人选。

夏敏，女，汉族，湖南浏阳
人，1970年5月出生，在职大学
学历，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8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市商务局投资促进及外资
管理科科长，市商务局党组成
员、市外资办副主任，市人大法
制委副主任委员，市人大法制
委委员、市人大常委。现任市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市人大常委。拟提名为
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
委员人选。

徐刚健，男，汉族，湖北通
城人，1965年7月出生，中央党
校大学学历，1985年 8月参加
工作，1990年 7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市委老干部局办公
室主任科员、县市科科长、办公
室主任，市委老干部局副县级
纪检员、副局长。现任市政协
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委副主任。
拟提名为市政协经济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主任人选。

公示时间：2021年1月8日
至2021年 1月 14日。公示期
间，广大干部群众可以通过信
函、电话、短信和网络举报等方
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
德、能、勤、绩、廉以及遵守组织
人事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反映
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提倡实名举报，以便调查核实。

来信请寄中共咸宁市委组
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邮政
编 码 ：437100；举 报 电 话 ：
0715-8112380、0715-8126110；
短信举报号码：13971812380；举
报 网 站:http://xianning12380.
gov.cn。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21年1月7日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蓝天白云竹浪，天然绿色氧吧。
隆冬暖阳中，脱贫后的咸安区大幕乡
双垅村格外亮眼。

双垅村与通山阳新黄石三县接
界，是省级深度贫困村，全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164户 601人，人均不到3
分地，人均收入不足3000元。

去年9月，这个边远贫困村宣布全
村脱贫，村集体经济收入达60万元。

村支部书记朱万泽说，从省级深
度贫困村到产业兴旺的新农村，靠的
是三张“药方”。

药方之一是依托资源发展竹产
业。双垅村竹资源丰富，全村共有
1.38万亩楠竹，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

是竹子，却一直未得到有效开发利
用，村民们无奈地“捧着金饭碗讨饭
吃”。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18年，双
垅村引进浙江商人马仁忠，在区政府
和湖北省武警总队的帮扶下，建成年
消耗楠竹9000吨的拉丝厂，村民当年
增收400多万元，间接带动300多名
村民务工增收，直接带动10名贫困户
在该厂务工并奖补增收，村集体经济
收入超10万元。

同时，双垅村收引90后大学生贺
慈回乡创业，开设竹艺情工作室，整
合村里20多名老手工艺人对竹子进
行“精雕细琢"。如今，各种竹包，竹

灯，竹桌椅等工艺品俏销电商网络，
连要烂在山中的竹蔸也变成“香饽
饽”，年销售收入近700万元。

药方之二是变废为宝吃干榨尽
一根竹。

拉丝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积成山
的废料。如何处理这些废料，让人头
疼。一次，一辆安徽牌大货车来拉丝
厂拉废料时，引起了朱万泽的注意，
跟随货车到安徽金寨县后得知，这些
竹子废料可以做竹炭。

回村后，朱万泽立即筹集资金动
工开建双垅村竹炭厂。短短几个月
时间，一个年产2000吨的竹炭厂投入
生产，不仅将双垅村拉丝厂的竹废料

消化掉，还解决了周边乡镇村多个拉
丝厂的废料问题。竹炭厂为村里增
加集体经济收入24万元。

此外，在湖北省武警总队和区政
府、区扶贫办的大力支持下，该村正在
新建竹筷成品厂，预计明年3月份投产。

药方之三是种养结合拓宽致富
新门路。在700米白云山上，贫困户
种植的千亩黄精和中药材，市场行情
看好。1600亩的白云山高山云雾茶
基地，吸收了40多贫困户常年做工。
投入80万元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未
来可期。

一个又一个贫困户生活有了着
落，工作有了保障，脸上有了笑容：罗
德智养鸡年纯收入5万元以上，78岁
的罗和村在家门口就业了，徐秋先成
了茶厂的雇工。

如今的双垅村，在朱万泽的带领
下，青山叠翠，产业兴旺，村湾整洁，
乡风文明，正一甩过去守着青山过穷
日的旧貌，在脱贫致富路上，奋力书
写乡村振兴的幸福答卷。

咸安大幕乡双垅村：

三张“药方”拔“穷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特约记者 胡剑芳

3日，通城县大坪乡水口村，村民
胡艳珍在用自来水洗菜。

日前，通城县龙潭水厂经改扩建
试运行，将龙潭水库优质水源供送给
四庄、沙堆、隽水等3个乡镇及城区10
万居民 。

近年来，通城县着力解决农村饮
水安全问题，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以保障供水、提升水质为重点，精准
施策，扎实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作，让全县城乡居民喝上了
健康水、用上了放心水。

刘建平 摄（影像咸宁）

通城城乡居民
用上了安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