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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26～27日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26日：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3级，14～22℃；27日：中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15～20℃；28日：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3级，11～25℃。明日相对湿度：60～100％

服务热线： 56896

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级“绿色工厂”是如何建成的？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2月20日，市政府对2020年度推
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突出单位
和个人进行隆重表彰，其中，全市5家
民营企业被评为“2020年国家绿色工
厂示范企业”，湖北杭瑞陶瓷有限责
任公司榜上有名。

国家级“绿色工厂”是如何建成
的呢？近日，记者走进湖北杭瑞陶瓷
有限责任公司寻找答案。

3月1日上午8时，湖北杭瑞陶瓷
有限公司生产线窑炉正式点火开工，
开工率达到100%。一块块压制成型
的环保砖由传送带运送至窑炉，经过
高温煅烧出炉，并严格筛选后，包装
成箱运往全国各地。

湖北杭瑞陶瓷是通城县政府
2010年引进的第一家外来投资企业，
投资人是湖北黄冈蕲春人张名旗，总
投资6亿元，占地面积近500亩。

据介绍，公司已经建成34条生
产线，去年产值5亿元，年上缴税收
1000万元以上。

“公司年销售收入企稳回升，生
产成本和能耗逐年递减，得益于大力

推行‘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理念，持
续开展技术改造和环境提升，实现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局面。”公司
董事长张名旗说。

走进厂区，车间生产线运转繁
忙，运输车辆来回搬运陶瓷产品，产
销一片红火。与此同时，在公司在线
监测基站，监测员李师傅正密切关注
烟气处理DCS控制系统运行数据。

“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以来，废气
排放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实现超低排
放，且24小时向社会公开。”公司环境
与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左生虎说。

按照环保要求，公司认真做好环
境治理与保护，先后投资3000余万
元，完善环保配套措施，改善环境条
件。

根据国际标准组织（ISO）的碳足
迹计算标准，检验机构对杭瑞陶瓷产
品在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排放进行
了评估。

经查证，公司排放量均达标，并
获得国建联信颁发的“低碳产品认
证”“产品碳足迹查证声明书”。

去年10月16日，公司取得北京
国建联信认证中心、建材工业节能与
绿色发展评价中心签发的《绿色工厂
评价证书》，并获批国家工信部第五
批绿色工厂示范企业。

“企业要发展，环保需先行”“保
护生态环境，誓做良心企业”“环境保
护从我身边做起”。在杭瑞陶瓷厂
区，环保标语十分醒目，环保宣传栏
内安全环保知识、环保倡议、安全环
保生产制度和工艺流程等清楚明白，
环保理念充分贯穿于公司运行的每
一个环节。

成立之初，公司优先完善环保手
续，实现环保方面合法合规。早在
2011年，公司就办理了1200平方米高
档仿古墙地砖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手续，并通过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2018年，张名旗提出“红色引
领，绿色发展”的理念，尤其是把“绿
色发展”融入公司制度之中，形成了
公司高层领导亲自抓，部分领导具体
抓的工作格局，各类环境突出问题全
部整治到位。

在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方面，公司
投资6000余万元，建设了生活污水处
理站、煤气除尘式脱硫塔、喷雾塔尾
气脱硫塔、窑炉尾气脱硫塔、废气在
线自动监控设施、生产废水回收利用
处理设施、初期雨水收集池、事故应
急池等环保设施，实现了生产废水全
部回收利用，生产污水达标排放，生
产废气超低排放。

针对厂区部分物料露天堆放产
生扬尘问题，公司已全部用黑色遮阳
布覆盖。车间地上粉尘坚持每天三
班制洒水清扫，并对所有进出原料货
车用蓬布遮盖。

为实现低碳环保和绿色生产，杭
瑞陶瓷采用先进生产设备，生产流程
经过严格的放射性核素检测，不使用
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放射性核素原料，
并自主研发出高档仿大理石、仿玉石
等系列产品，拥有自主品牌和商标。
公司自主品牌“金尚骏”成为中国著
名品牌，产品已通过ISO国际质量体
系认证，并荣获“绿色环保首选产品”
称号。

3月24日，咸安区俊敏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村民正在进行早稻
麻地膜育秧。近年来，该合作社依托市农业科学院和咸安区农业农
村局的项目平台，每年开展早稻麻地膜育秧30亩左右，机插2000余
亩，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早稻 2 万亩，预计节本增收 200 万元。

通讯员 杨汉 徐敏 摄

金鹰生物
产销两旺

3月18日，通山经济开发区低碳
产业园，湖北金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工人们正在包装一批产品。

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集食品、保
健品、医疗器械等研发与生产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研发的“旗黄膏”系列
产品畅销市场，前景广阔，公司年产值
达1.9亿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本报讯 记者葛利利、通
讯员陈曙、冯芳、余娅敏报道：3
月24日上午9时许，在咸安区
向阳湖镇宝塔村开阔地上，随
着咸安城管队员一声令下，只
听“嗖”的一声，一架四旋翼无
人机迅速升空，几分钟就巡航了
村里房前屋后、山野林间，地面
接收器的大屏幕上，立即显示出
无线传输的实时图像，方圆2公
里范围内的情况一目了然。

据介绍，咸安一些群众喜
欢在房前屋后私搭乱建、高层
房顶上进行加层、山野林间盖
房等，这些更加隐蔽的违建行

为完全依靠人力巡察不仅费力
而且效率低，有时取证很难。
怎么办？“无人机的使用，将极
大地解决以上困难，还能精准
定位违建位置，为取证提供方
便。”咸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说，以前只是在城区
启用过无人机控违，如今在乡
镇启用无人机执法，能全方位、
无死角观察乡镇情况，取得第
一手信息。

3月份，咸安区城市管理执
法局利用无人机在乡镇巡查违
建，共发现12起私搭乱建问题，
均已处置完毕。

咸安乡镇

实现无人机辅助控违巡查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
讯员廖黎报道：昨日，市政府组
织召开联席会议，安排农村房
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
行动和“擦亮小城镇”建设美丽
城镇百日综合整治工作，副市
长吴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吴刚指出，农村房屋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事关民生福祉，
是广大党员干部为农村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的红线和底线；“擦
亮小城镇”是推进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切口与工作
着力点。两项工作对于推动我
市区域发展布局、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化

思想认识，提高行动自觉，以更
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抓
好落实。

吴刚要求，要根据“五美”要
求推进美丽城镇建设工作，根据
各地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经济
基础，因地制宜，走具有本地特
色的“擦亮”之路。要绷紧“安全
弦”，为农村房屋织好“防护网”，
把握时间节点，按照“逐村逐房、
一户不落、预判准确、信息完整、
群众参与”要求，开展查漏补
缺。要按照“市级主导，县级主
体，部门配合”的原则推进这两
项工作，建立评比检查机制，上
下联动，集中发力，确保在6月
30日之前交出漂亮答卷。

我市召开联席会议

排查整治农村房屋安全隐患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
郑梦溪报道：“镇里每季度开一
次座谈会，让我们谈想法提建
议；我们遇到困难时，镇领导及
时上门帮解决。我们虽然是离
任村干部，但要为当地经济发展
献余热。”3月22日，通山县大畈
镇西泉村退休老支书方升本深
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大畈镇围绕“情感、
待遇、岗位”三个方面，积极在离
任村干部中实施“温暖工程”，从
而有效地激发了离任村干部献
余热。在情感上，镇党委每季度
与离任村干部进行一次集中谈

话；镇领导班子成员每人联系2
至4名离任村干部，听取他们对
镇、村（居）两级工作意见和建
议；镇、村（居）有重大活动坚持
邀请他们参加，增强他们的归宿
感。在待遇上，为离任村支书、
主任、文书发放生活补贴；对有
困难的，以“一帮一、多帮一”方
式进行重点帮扶，并建立“三必
访”制度，即重大节日必访，伤病
必访，家庭纠纷必访。在岗位
上，聘任他们担任村民中心户
户长、村级治安协管员、护林员
等，激发离任村（居）干部服务
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通山县大畈镇实施温暖工程

激发离任村干部献余热

本报讯 记者周阳、通讯
员钟会艳报道：将院内树叶清
扫成堆后，只为图方便，就地焚
烧。3月24日，市区某企业因
此收到市城管执法部门开出的
罚单，被处罚款200元。据悉，
这是市城管部门开出的首张

“露天焚烧”罚单。
3月 23日，市城管执法委

综合执法四大队执法队员接到
市民投诉，银泉大道某企业院
内有人露天焚烧树叶，现场烟
雾缭绕。执法人员立即赶往现
场，责令该企业负责人扑灭并
清理火堆，指明其行为既污染

环境又存在安全隐患，并依法
予以行政处罚。

根据《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公民应
当自觉维护城市环境卫生，在露
天场地或者公共垃圾收集容器
内焚烧树叶、垃圾或者其他废弃
物的，由市容环卫主管部门责令
予以清理或者清除，可以并处警
告、1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该企业负责人在接受行政
处罚后表示，今后一定严格遵
守城市管理规定，再也不图一
时方便心存侥幸，随意焚烧垃
圾、树叶污染环境。

咸宁城管

开出首张“露天焚烧”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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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勇，男，汉族，湖北咸宁人，
1979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教育学
硕士学位，2007年7月参加工作，2007
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咸宁市
委政研室主任科员、调研科科长、党建
科科长。现任咸宁市委政研室（市改革
办）副主任。拟任咸宁市市直正处级单
位正职。

王贤柱，男，汉族，湖北咸宁人，
1977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农学学士
学位，2000年 7月参加工作，1999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咸宁市农
村工作办公室调研科科长、综合科科
长，咸宁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委员会

统筹城乡发展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现
任咸宁市政府研究室（市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拟任咸宁市
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

施继武，男，汉族，湖北咸宁人，
1969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工学学士
学位，1992年9月参加工作，1992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咸安区汀泗
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咸安区政府办
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咸安区委组织
部正科级组织员，咸安区汀泗桥镇党委
书记、镇长，咸安区财政局党委书记、局
长，咸安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咸安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现任咸宁
市财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拟任咸
宁市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

尹军英，女，汉族，湖北嘉鱼人，

1972年4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1992
年7月参加工作，2000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咸宁市残联办公室主任，
咸宁市残联副理事长、党组成员，赤壁
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赤壁市委常
委。现任赤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总工会主席。拟任咸宁市市直正处级
单位正职。

郑奇明，男，汉族，湖北嘉鱼人，
1971年6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1990
年8月参加工作，1996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咸宁市建设局办公室主
任，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局长，咸宁
市城市执法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环卫
局局长，咸安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
任。现任咸安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
长、党组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
公示时间：2021 年 3 月 26 日至

2021年4月1日。公示期间，广大干部
群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短信和网络
举报等方式向咸宁市委组织部反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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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anning12380.gov.cn。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21年3月25日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 记者丁伟报道：3月 22
日，在崇阳县天城镇七星社区大集路，
记者看到一条刚刷黑的小路蜿蜒至住
宅区，平整干净。几位工人正在用水泥
抹平排水沟，做工程最后的收尾工作。

“以前地上坑坑洼洼，晴天灰很大，
下雨天到处是积水，碎石子又多，连出
租车都不愿意进来。”家门口的公路修
缮一新后，让住在附近30多年的甘奶
奶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现
在路修好了，整个环境都变好了，特别
是送小孩子读书方便多了。”

大集路属七星社区管辖，周边住户
150多户。曾经这里路面破损严重，路
旁的排水沟长年未清理，雨天污水外溢，
恶臭难闻。针对这一情况，七星社区党
总支书记魏隽良带领网格员多次走访周
边居民，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
她来回奔走于社区包保单位，争取住建

部门和城投公司的项目支持。
“别看这条路只有1300米长，但涉

及到的住户多，施工并不顺利，中途因
为排水口设置在哪家门口引起过争
议。”负责该区域的网格员王小超说，为
了不耽误工期，魏书记又与居民、施工
方进行协调，调整排水方案，最后通过
增埋管道、管道直接接入主下水道才得
以圆满解决。

从1月25日开始路面勘察、测量，
到2月28日正式施工，再到如今的基
本完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路面整修
一新，就连排水难题也一并解决了，周
边居民笑逐颜开。

同样是在七星社区管辖范围的程
家垅巷，与一年前相比，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以前下雨天不敢出门，地面上全
是水。”住在旁边的冯阿姨回忆说，那时

路面破破烂烂，石墙上的石头都快掉下
来了，危险得很。

程家垅巷一带有两个小区和零星
自建房，房龄大多超过30年，常住居民
110户。以前，周边基础设施老旧，下
水道堵塞，雨天积水严重。该地房屋大
多建在山坡上，道路狭窄，上坡路段砌
的挡土墙年久失修，很多石头风化、掉
落，大片泥土裸露在外，杂草丛生。

去年7月15日，城区连降大雨，造
成程家垅巷挡土墙倒塌，路面塌陷，污
水四处流淌，对居民的生活环境及出行
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闻讯赶来的魏隽
良看到现场一片狼藉，立即做出工作安
排，一方面在塌陷路段设置警示牌，加
强网格员值守，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另
一方面立即组织包保单位、网格党支部
书记、中心户长、居民代表等召开民主
议事。

“那段时间正好是防洪工作最吃紧
的时候，白天魏书记带着我们跑社区，
往返于包保单位，晚上有时还要召开

‘星空夜话’。”一网格支部书记程仕勇
说，有困难时她总是冲在最前面。

为期半个月的抢修工作后，程家垅
巷路面塌陷整修工程完工。如今的程家
垅巷路面平坦，排水顺畅，面貌焕然一
新，小区广场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群众关心
的事我们要着力去解决。倾听民声，替
民解忧，是我们的职责所在。”魏隽良
说，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发挥“大党
委”的优势，凝聚共建力量，合力推进美
好社区建设。

崇阳县天城镇七星社区党总支书记魏隽良

凝聚共建力量 建设美好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