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龚路报道：为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安排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做到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崇
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断夯实“学”的基
础，“四学”为党史学习教育铺路奠基。

一是学透讲话精神，党组理论中心组研
讨学。局党组第一时间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会和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
议，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通知》和习近平总书记、省、市、县
委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等，开展专题集中学习研讨，同时
专项制定党组成员“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
清单，加快项目实施，以上率下，带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向深入。

二是善用学习资料，组织各党支部读原

著学。购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
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等指
定学习书目560册向全局党员发放，同时发
放党史学习教育笔记本，充分利用“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活动等载体，以党支部为单
位开展党史专题读书讲学、党课教学等活
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学习、精读细研、领
读原文等方式，将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三是巧用服务课堂，推动党员干部实干
磨砺学。开展“三月学雷锋”、“我为群众办
实事”、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组
织党员干部紧扣参与社区治理和文明创建、
服务乡村振兴和保障改善民生等工作，立足
岗位为民办实事。通过社区环境整治，清理
县政府后山健身步道两侧白色垃圾、河道清
理、义务植树、赠书送学等形式，切实推进乡

村绿色发展、生态宜居，实现学用结合，以干
促学。目前，组织党员开展“三月学雷锋”

“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6次。
四是利用宣传阵地，全局上下耳濡目染

学。充分利用“学习强国”APP、湖北省干部
在线学习中心以及局政务服务等平台上发
布的党史学习的重要讲话、学习体会文章、
党史书籍、党史重要论述的视听播报，增强
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同时
发挥宣传栏、电子屏、宣传板报、宣传信息、
党建长廊等阵地的作用，及时更新了党史知
识、上级要求、学习动态，形成以党史学习为
主的浓厚政治文化环境，确保全局上下时时
受感染、处处受熏陶。

加快城投改革转型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崇阳城投 主办

崇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四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
本报讯 通讯员张蒙晰报道：4月

16日下午，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党员志愿
者前往“万人洁城”活动责任区域及包保
社区龙潭柳色小区积极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们手拿扫帚、
撮箕、垃圾钳等劳动工具，对责任区内主
干道、桥边护栏、绿化带等公共设施及门
面路段进行了卫生清扫。经过一下午的
忙碌，社区焕然一新，街道上垃圾不见踪
影，卫生死角变得干净整洁，实现了该路
段的“六无六净”。

大家纷纷表示，作为党员干部，同时
也是城市的一份子，更要树立爱城洁城
意识，以身作则，积极向周围群众宣传

“万人洁城”行动的重要意义，共同改善
周边卫生环境，树立文明新风，让社区更
干净、街道更整洁、城市更美丽。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协办
服务热线：81302318273649

市公积金中心开展万人洁城活动

我公司中节能（嘉鱼）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咸宁（嘉
鱼）循环产业园一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现公示下列信息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 方 式 ： https://pan.baidu.com/s/
1u2sGyl54CXfeYQ0O4PfQ2A（提取码：10af）；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周边居民、法
人或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人：蔡总；
联系电话：17356545807；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次公示开始，10个工作日内。

中节能（嘉鱼）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中节能（嘉鱼）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咸宁（嘉鱼）循环产业园一期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公示
咸宁市丰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恒泰分公司

增强施工项目履职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乔志报道：为全面落实市公司小型基建项目里程碑管控要

求，恒泰公司以抓学习力、管控力和执行力为突破口，用“三力”提升带动施工项
目履职能力提升，确保完成全年建设目标任务。

抓学习力。以“新春第一课”“新春第一考”“新春第一培”等学习活动为基
础，接续开展党史专题学习、全员安规考试和二级建造师专项培训等活动，持
续加强党史、安规及专业知识学习，做好全员素质“充电”。

抓管控力。以“四个管住”为重点，对标对表2021年度公司小型基建里程碑
计划，加强领导班子施工现场履职，认真召开项目建设梳理分析会，查找隐患缺
陷，加强过程整改，逐项目做到“责任落实到位、压力传导到位和工作措施到位”。

抓执行力。以“作风建设”为根本，一方面加强内部工作环境氛围营造，提
升全员主观能动性；一方面加强外部市场沟通，主动对接业主单位，问计求策，
做到精准优化服务。

咸宁市丰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恒泰分公司

规范“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
本报讯 通讯员乔志报道：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决贯彻落实

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廉政风险防控，进一步规范和监督领导班子的集体
决策行为，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20日恒泰公司召开专题会
议，认真学习《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总部“三重一大”决策管理办法》等制度
文件，进一步规范“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程序。

就如何贯彻执行好“三重一大”决策管理办法，恒泰公司强调：要提高
对“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强化领导干部认真执行好制度的
自觉性和责任感。要认识到执行好制度既是贯彻落实好中央反腐败工作
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民主集中制，防止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随意
决策的有效保障。要按照办法规定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办
法落到实处。要遵循决策的必经程序，强化主体责任的落实，加强监督检
查和责任追究，防止“一言堂”，事不关己、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的现象。

遗失
声明

赤壁市赤马港街道办事处鲁庄村遗失湖北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一
张，编号：02488616，特声明作废。

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金福顺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及法人章（李
国才）各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81060689735W，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昌民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0798780906N，特声明作废。

华锋遗失通山县洪港镇BTO固网专营店联通业务代理押金条一张，金额
5000元，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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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魂育人，她是优秀的职业教育

者；服务企业，她是排头兵；创办团队，

她是行业产学研的领头雁。

近年来，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工学

院老师徐文娟，深入企业参与社会服

务，潜心于减速器、电动葫芦、起重机

的设计与研究。先后获评“咸宁市第

二届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咸宁市高

层次人才”、“咸宁市巾帼建功标兵”、

“湖北省女性科技创新人才”、咸宁市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访省女性科技创新人才徐文娟

“产教融合”之路的践行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张恩和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4月
16日下午，咸宁市第二实验小学
食育文化特色校本课程正式开
课，首批91名学生，50名家长齐
聚学校食堂，共同学习如何制作
面食。

厨师变老师，老师变厨师，家
长变厨师，在学校食堂，老师，学
生，家长纷纷转变身份，有的揉
面，有的调馅，有的包包子，共享
亲子合作，滋养孩子的内在成长。

“哇！真的做出来啦！”“看着
好棒……”当包子新鲜出炉，分发
到孩子的手中，孩子们纷纷发出
惊叹，有的小心翼翼地品尝着，有
的则舍不得吃，想要带回去和家

人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该校结

合小学阶段学生生长发育特点，
以动手实践为基础，营养健康为
目的，希望以中华传统特色食物
为课本，多维度引领学生掌握卫
生就餐习惯、餐桌礼仪、膳食知
识，学习营养知识，提高孩子们的
健康认识，培养动手能力。

“食育文化纳入校本课程，让
食堂不仅是师生吃饭的场所，更
是成为学校文化的一部分。”该校
校长谭璐表示，希望以快乐学习
的方式，帮助孩子们爱上劳动、爱
上营养、爱上食育文化、爱上中华
传统美食。

咸宁市第二实验小学

开设食育文化特色校本课程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
员沈家乐报道：16日，一场生动有
趣的“爱国卫生教育月垃圾分类
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在咸安桂
花镇柏墩中心小学的操场上进
行，1000名师生参与活动。

为增强学生的垃圾分类意
识，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咸安桂
花镇柏墩中心小学联合市城管执
法委、市环卫局和湖北启宁城市
服务有限公司开展了此次活动。

市环卫局副局长王国华说，
在乡村小学开展一场垃圾分类知
识学习课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让乡村的孩子学习到垃圾分类知
识，把垃圾分类知识带进每个家
庭，参与垃圾分类工作，可以改变
乡村环境卫生，共建美丽咸宁。

活动现场，湖北启宁城市服

务有限公司宣讲导师张诚通过
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向同学们
讲解垃圾分类基本知识。知识
讲解后分年级段组织开展了“垃
圾分类卡片投放”、“转盘小游
戏”、“垃圾分类飞行棋”等生动
有趣的互动游戏，强化同学们对
垃圾分类的记忆。同学们争先
恐后地参与游戏互动，活动现场
气氛高涨。

柏墩中心小学副校长邱林海
介绍，希望柏小师生以今天为起
点，不仅要把垃圾分类的知识和
意识落实在自己的言行中，为创
建洁美校园而努力，更要通过小
手拉大手，把垃圾分类的知识和
意识带进千家万户，用力所能及
的力量助力祖国环保，做一颗环
保小星星。

垃圾分类宣讲团

走进咸安桂花镇柏墩中心小学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
员边素贞报道：日前，湖北省教育
厅公布了2020年度湖北省平安校
园“七防工程”项目建设优秀案例
评选结果，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心
防案例《探索心育新模式，护航学
生心健康》获评优秀案例。

据了解，该校师生积极投身
社会志愿服务工作。2016年在湖
北省率先掀起“心理健康教育垄
上行”活动，他们走到社区、走进
单位、走进大山深处，不遗余力贡
献专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学校团队承担咸宁市心理援助，
并加入教育部、省教育厅、咸宁团
市委组织的多个心理援助平台，

为502名民众提供心理服务，发表
心理科普文章23篇。

“以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为
重点。”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始终秉承

“健康人生，从心开始”的理念，立
足教育，重在预防，主动干预，不
断探索心育新模式，护航学生心
健 康 ，形 成 了 特 色 鲜 明 的

“12345”心理育人模式。该校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为学生提供了丰
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心理健
康教育在师生中的覆盖率达
100%，师生逐渐形成了“人人都
要做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的理念。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覆盖率达100%

产学研仅靠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徐文娟
早早便意识到了这一点。2014年，积累了丰富的
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后，徐文娟牵头组建了“咸宁
市起重运输机械优化设计与制造研究中心”，吸纳
了8位优秀的专业女老师为队员。

团队成员何娜获得湖北省教师信息化教学能
力大赛一等奖；龙芬获得咸宁市教师信息化教学能
力大赛一奖,指导学生参加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获一等奖；邓玉梅
教师带领学生参加“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
赛”，年年获奖，成绩非常突出，学生的作品“无轴自
行车”获得了湖北省特等奖的好成绩；黎金琴主编了
2本新形态教材；邓玉梅、杨美萍指导学生参加全国
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获湖北省赛三等奖……

在徐文娟的带领下，这支团队通过各种途径提
高自己的专业能力，积极参加各类比赛，为企业解
决技术难题20多个，改良和开发新产品共10余
种，获批国家专利2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主编参编教材10多部。中心的项目资助经费达到
100多万元。

作为团队负责人，徐文娟带领老师们从向企业
取经、到深入企业工作、再到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积极践行“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

2019年，咸宁市起重运输机械优化设计与
制造研究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
2020 年，团队获批咸宁市巾帼建功标兵工作
室。工作室8位女教师每位都负责建设一门专
业课程的在线课程资源。

产研结合建团队▲3

16日，在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一间教室内，该
院机械类专业的学生们正在徐文娟的指导下，
开展《机械设计基础》课程的学习。

今天是实践课的教学，学生们正在安装刀
具、工件，徐文娟一一检查，确定夹紧安全，确
保每一项操作都规范，最后开机操作，在操作
过程中，徐文娟不断要求学生记录好、查清楚、
写明白每一次课的数据和每一个设计参数的
由来。

坐在办公室接受采访的徐文娟，话不多，
戴着黑框眼镜，身材瘦瘦小小，一身职业装干
练十足。

47岁的徐文娟，1997年6月于长江大学(原
湖北农学院)机电技术应用专业毕业分配到咸宁
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任教以来，一直教机械类专
业课，每年都超额完成教学任务，教学测评在全
院排前列。参加工作后，徐文娟不断更新教学
理念，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徐文娟深入教学研究，对自己所教的课程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课程考核方法、
教学资料的配备上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改革。

在原有《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实训项目
的基础上，徐文娟引入企业生产实际内容、科研
项目内容开展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的变化，教
学资源也更加丰富，建设有《机械设计基础》在
线课程，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教学，在原有配套
的动画、课件等教学资源上，增加了科研项目任
务书、产品设计说明书、产品安装说明书等。

徐文娟将“同心减速器”设计引入教学，将
键连接的选择、齿轮传动的设计、轴的设计、轴
承的选择、螺纹连接、联轴器的选用等知识内容
有机地连为一体，将机械设计、机械原理方面的
理论知识融入实际设计中进行教学。

2014年至2017年，她担任工学院数控教研
室负责人，带领青年教师参与光机电加工技术
国家资源库建设；指导学生参加湖北省数控机
床装调技能大赛获三等奖；帮助学生进行职业
生涯规划；多次将企业专家请到课堂指导教学。

科学理念育新人▲1
2010年6月，徐文娟被湖北三六重工有限公

司聘为兼职高级工程师，2011年，徐文娟带着自己
的笔记本，来到湖北三六重工有限公司脱产工作整
整一年时间。

偌大的工厂车间里，她是唯一的一位女士。工
人们经常看到，她是这里最早来最晚走的人，走哪
里都带着笔和本子。

湖北三六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冬青提起徐
文娟便直竖拇指：“徐工程师帮我们企业解决了很
多技术难题。帮助公司完成近400万元机械产品
的设计工作，积极推动企业和学校深度产教融合，
帮助企业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2018年以来，徐文娟针对现有地方性砖茶生
产企业自动化程度普遍不高、劳动力成本大的现
状，运用检测、传感、先进控制技术等，设计、制造出
节能高效的砖茶包装机；主持设计一种多节液压推
杆驱动的智能船用岸电电缆输送装置，解决了岸电
桩与船舶用电对接问题，项目获中央支持地方发展
专项项目资金支持。同年，徐文娟的“起重机械节

能控制与安全防护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获得
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为帮助咸宁地方企业金士达医疗有限公司解
决技术问题，徐文娟设计研究“芯片小布袋剪断
机”，该项目产品已经进入了第二代实验。2020
年，徐文娟与维达力实业（赤壁）有限公司签订了协
议，针对“胶片（VT345）冲切机上下料设备生产
线”进行系统优化和企业课程开发，维达力实业有
限公司投入资金102万元完成该项目。随后，徐文
娟成立了“咸宁市手机屏生产设备智能化改造企校
联合创新中心”。

在车间里写论文，在实践中见真章。在服务企
业过程中，徐文娟为企业解决技术问题20多个，给
企业带来百万元以上的经济效益，改良、开发新产
品共10余种，获批国家专利14项，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

“现在每年我都还要在企业里工作2个多月。
因为只有真正的走近企业，才能更好的推动学校深
度产教融合，为教学科研工作打好基础。”徐文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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