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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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8～29日受高空弱波动影响，多云、局部阵雨。具体预报如下：28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2～3级，20～24℃；29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2～3级，19～28℃;30日：多云，偏北风1～2级，20～31℃。明日相对湿度：70～95%。

水清岸绿
白鹭飞

5月25日，嘉鱼县陆溪镇一荷塘上
方，成群的白鹭自由飞翔。

陆溪镇水生植物众多，良好的生
态环境引来成群白鹭在水边、田间觅
食嬉戏，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好画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卢建 来红安 摄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
讯员王程海报道：27日上午，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小兵前
往崇阳县青山水库调研防汛备
汛工作。

在青山水库，徐小兵沿着堤
坝来到泄洪闸管理室，询问泄洪
闸运行、检查等情况，随后转至
青山水库客运码头，详细了解船
舶管理、安全防护等情况。他指
出，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加大排
查力度，及时消除隐患，确保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徐小兵要求，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时刻紧绷防汛安全
之弦，压紧压实责任，做实做细
防汛救灾各项准备工作。要进

一步加强管理，坚决杜绝侥幸
心理，切实做到船只登记到位、
人员培训到位、安全宣传到位；
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增强防
汛救灾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
持续深入开展排查工作，及时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大物资
储备力度，完善物资储备体系，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在紧要
关头打得出、顶得上、守得住。
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把防汛救
灾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
众，形成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

市委常委、崇阳县委书记
杭莺参加调研。

市领导到崇阳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时要求

做好万全准备 确保万无一失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员刘俊
报道：12日，通山县杨芳白茶基地内，
各山头可见农户身影，大家忙着除草或
施肥。

杨芳白茶基地是通山重点项目之
一，由湖北钱锦世纪茶业有限公司投资
3.5亿元建设，规划占地6000余亩，共
分为三期推进，其中一期1100亩基地
已于今年3月正式开园。

“从建设之初到一期开园，政府帮
忙解决了许多困难。”公司董事长丁海
锦说，路的问题解决后，基地建设加快
不少。

基地建设之初只有一条坑坑洼洼
的泥巴路，每逢下雨车辆无法通行，给

基地建设带来很大困扰。政府了解情
况后，不仅修通了基地连接外部的道
路，还修通了基地内部道路，为项目加
速推进打好了基础。

之前，基地一直采用人工进行浇
灌。今年，县农业农村局投入60余万
元对300余亩基地进行灌溉管道铺设，
给基地发展带来了帮助。

此外，在建设过程中碰到的证件办
理等方面难题，该县总是及时帮忙解
决。

目前，基地已带动200余名群众实
现增收，待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年税收
1000万元，解决劳动就业600余人。

“项目建设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强劲支撑。”该县相
关负责人表示，始终坚持以精细化服务
助推重点项目发展。

为助推项目实现高质量发展，该县
重点项目全部落实县领导挂点包保，并
成立工作专班，从项目招引洽谈，到项
目审批落地，到项目建成竣工，提供全
过程、全闭环、全链条精细服务，确保项
目落户一路绿灯、推进一路顺畅、发展
一路向好。

鄂东南壹号冷链物流园项目是该
县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步入
其中，随处可见施工人员和机械，现场
一片火热。

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土地使用和

证件办理等方面存在问题，服务专班人
员第一时间帮忙解决。此外，据项目总
经理乐险峰介绍，政府正想方设法帮忙
解决资金问题，确保项目推进畅通无
阻。

达科医疗科技同样是该县重点项
目之一，通山不仅快速解决了项目用地
问题，同时还积极牵线搭桥，促使达科
与县内一家制鞋面企业达成并购协议，
成功增添200余名员工，解决了用工难
题。公司负责人潘胜强对通山的服务
尤为满意。

目前，全县总投资达2501.7亿元
的90个重点项目正快速有序向好发展
中。

全过程 全闭环 全链条

通山以精准服务促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员张山
峰、田明报道：5月12日，在崇阳县传染
病防治医院建设现场，施工正酣，项目
主体建筑已完工，已进入装修施工阶
段。

该项目于2020年5月开工，总建
筑面积37337.1平方米，包括综合住院
楼、门诊楼及裙楼各一栋，设立病房
200间，病床400张。预计2021年底
交付使用。

“该项目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启动的，楼栋严格按‘三区两通道’（污

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医务人员通道
和病员通道）理念设计，建成后可满足
全县传染病防控需求，能独立实现化
验、检查、住院一体化治疗，即便在疫情
大爆发时期，也不会影响现有医院常规
疾病的正常诊治。”崇阳县人民医院基
建负责人廖志海介绍。

据了解，为保证主体工程按时完
工，项目申报、征地拆迁、土地平整同步
进行，该县严抓项目管理，实行建设工
程全过程跟踪审计，强化资金安全，确
保民生工程质量。

“崇阳县人民医院传染病病区建设
项目是2020年县域传染病防治体系重
点建设项目，是崇阳卫健系统一手抓常
态化疫情防控，一手抓提升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能力的具体体现，它的落成将全
面提升我县传染病防治能力和医疗卫
生综合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需要。”县卫健局
副局长陈刚说。

近年来，崇阳县根据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结合疫情防
控，按照“平战结合”和“平战转化”原

则，合理利用中央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高标准建设崇阳县传染病防治医院、崇
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整体搬迁工程、
青山镇卫生院整体搬迁、路口镇卫生院
业务综合楼工程、6个乡镇卫生院发热
门诊等项目，改（扩）建10个中医院及
乡镇卫生院（所）发热门诊项目，全面加
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
基层防控体系、院前急救体系及卫生健
康信息化平台“四体系一平台”项目建
设，为全县经济社会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提供有力支撑。

高标准新改扩建一批医疗机构

崇阳全域提升传染病防治能力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健、通讯员廖彧报道：近日，赤壁市金紫
山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建成启用，前
来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络绎不绝。这
是赤壁市纪委监委深耕本土红色文化，
打造的一张地方特色廉政文化名片。

基地利用金紫山鄂南革命根据地
的红色历史，依托中共蒲圻县委、县苏
维埃政府、红军医院等革命旧址，精心
打造金紫山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为

廉洁教育注入“红色因子”。
基地以一广场、两长廊、两展厅为

整体布局。一入广场，便能看到一面
“正气乾坤”浮雕墙，从左至右依次刻有
革命战争年代的生产生活场景和钟期
光等革命先辈的画像。广场中间是磅
礴大气的“砥柱”雕塑，战士们高举手
臂、冲锋陷阵。广场右侧是两条红廉文
化长廊，分别以“革命先锋”“正心修身”

“峥嵘岁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

题，展示金紫山革命年代的故事和近年
来赤壁市各级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到此
开展红色廉政教育的情况。

展厅分为墙壁展板、文物展示和场
景展示三大块，包括鄂南革命根据地情
况介绍、革命时期主要人物介绍等内容，
利用历史图文资料、战争沙盘模型、历史
文物展柜、斗争场景雕塑等可观可感的表
现形式，还原金峰山一带红色革命各个时
期生产和斗争的情形，将参观者带入过往

的峥嵘岁月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
“我们将结合建党100周年党史学

习教育，分批分次组织全市各市直部门
党员干部前往参观，让党员干部从红色
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从本土文化中吸
收廉洁养分，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绷
紧廉洁自律之弦。”赤壁市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超过1000余
人次的党员干部前往基地参观学习。

依托革命旧址 注入“红色因子”

赤壁打造“红廉”基地助力党史教育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

讯员陈晓燕报道：25日上午，市
城管执法委举办“学史力行·我
的城管梦”主题演讲比赛决赛。

“城管新的长征路上，有无
数‘雪山’‘草地’拦路，有无数‘娄山
关’‘腊子口’挡道，都需要我们点
燃干事创业的激情，砥砺干事成
事的过硬本领。”来自市环卫局
环境卫生管理科的佘娟讲，通过
学习百年党史，进一步“读”懂了
新时代城管人作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建设中的一份子，所具
备的担当精神和使命感。

当天，共有17名来自委属
各单位、机关各科室的青年干
部职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声
情并茂地讲述立足岗位勇敢追
梦的故事。

经过激烈的角逐，青年职
工佘娟荣获一等奖，金清霞、陈
功铭荣获二等奖，钟会艳、王亚
玲、姚谦和刘道全荣获三等奖。

据介绍，比赛旨在通过党
史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使城
市管理队伍的正气更浓、士气
更盛、业绩更好，真正做到工作
开心、回家安心、生活温馨。

市城管执法委举行主题演讲比赛

激发干部职工逐梦新时代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
讯员皮道琦报道：5月27日，我
市召开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工作
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杨良锋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
长吴刚主持会议。

杨良锋指出，企业破产处置
事关经济发展、营商环境和社会
稳定。有效处置“僵尸企业”，加
快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
能，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关键一招，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
务实之策。企业破产府院联动
机制在我市成功推广运用，为积
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促进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构建公平有序
市场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杨良锋要求，全市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稳
定大局和优化营商环境大势
上，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
位，高度重视企业破产处置工
作，压实责任、强势推进，确保
府院联动机制发挥实效。要主
动加强沟通对接，完善联动机
制，推动各项工作有序运转。
要加强政策法规的梳理，提升
破产工作的可操作性、指导性
和针对性。要创新工作方法，
做到任务分解、责任到人、定期
通报，积极践行“互联网+”理
念，强化信息保障，提高工作效
率。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
策，加强统筹协调、严格依法办
事、强化督查考核，依法稳妥推
进企业破产处置工作。

市领导在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工作推进会上要求

提高站位 精准施策 强势推进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
李星、通讯员李春、王萌报道：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是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前置条件。5
月23至27日，咸安区对85所中
小学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第一次全面“体检”。

此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牵
头，抽调区教育局、区创文办工
作人员分成4个小组，对照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
系到各学校开展全面检查，所
查问题现场列出清单交办，一
周后再对照清单复查。

在检查中发现4个共性问
题，即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熟练程度不高，不会背不
会默写现象依然存在；公共区
域、教室内的卫生有待加强，分
类垃圾桶配置率不高，且部分
没有盖子；心理辅导室开放程
度不够高；传统文化教育中戏
曲进校园较弱等。

为了快速动员文明城市创
建的家校力量，近日咸安将在
全区中小学开展“小手拉大手，
文明一起走”活动，七万名学生
和家长将同签一份创文告家长
书，同学创文应知应会知识，同
做一份创文调查问卷，切实保
证未成年人群体创文宣传教育
覆盖率达到100%。

咸安对85所中小学

开展创文先期“体检”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
讯员郑红霞报道：27日，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朱
庆刚带队到赤壁市赵李桥镇蓼
坪村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2021
年第4次集中（扩大）学习暨党
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

朱庆刚指出，纪检监察干
部以党史为鉴，以先辈为镜，汲
取革命烈士的精神力量，当好
忠诚卫士。要对党绝对忠诚，
把绝对忠诚体现在“两个维护”
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要不畏
强敌，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把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
断引向深入；要机智灵活，发扬
战斗精神，善于学习、勤于实
干；要不怕困难，始终保持高昂

斗志的革命精神。
朱庆刚要求，要用好红色

基因库，将红色资源作为坚定
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
动教材，依托本地红色资源打
造红色廉政教育基地，大力开
展红廉宣教活动，用身边的红
廉故事阐释道理，用真实的细
节打动人心，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入脑入心。要增强学习自主
性，结合自身职能，高标准谋划

“自选动作”，丰富活动载体，做
出特色。要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坚持为民履
责，切实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
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生活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领导到赤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 通讯员罗欣
雅、吴彦儀、梁盼辉报道：一片片豆干
上，印着《离骚节选》《水调歌头》等脍炙
人口的诗句，黄鹤楼和大白鹅仿佛跃然
于上……近日，几组豆干的“新鲜出炉”
图刚发到朋友圈，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兴
趣。其实，这不是工艺品，而是通城县
麦市镇兴龙生态最新研发出来的一款
豆制品——“诗句豆干”。

17日，记者走进兴龙生态的豆制
品车间，只见工人将印好诗句和图像的
模具放置好，把一整张豆皮放进模具，
通过机器压制，脱模后，一张印满诗句
的豆干就出来了，董事长何荷龙正仔细
检查压制好的豆干情况。

“做这个豆干的初衷就是把中国的
传统文化与麦市的传统食品结合，与现
代工艺碰撞出老少皆宜的美食。”何荷
龙笑着说。

近年来，一些景点掀起了一股文创
食品热潮。从故宫“瑞兽雪糕”到西安

“城墙味道”，从湖北博物馆“编钟雪糕”
到西湖“断桥相会”，这些文创食品吸引
了不少年轻人纷纷打卡。何荷龙看到
这些受年轻人热捧的产品，顿时产生了
一个想法，“雪糕能做成文物形状，我们
的豆干也可以做成这种‘网红’。”

4月，何荷龙与武汉一家专门制作
景区卤制品的公司不谋而合，随即决定
将想法付诸实践。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工艺
要求高，还要兼顾品质和成本。”何荷龙
说，豆干压出来后，脱模是个很难的过
程，豆腐嫩了字出不来，豆腐老了直接
影响口感而且容易断，光是打样做模
具，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经过无数次
调配，终于形成了稳定的技术。

作为麦市镇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兴
龙生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
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发展中药材和水
果基地，开始并不做豆制品。“麦市干子
是麦市历史悠久的特色农产品，我们考
虑到地区发展和企业规划，决定开始生
产豆干，打造知名的麦市豆干品牌。”该
公司行政经理胡白云说。

优质的东北大豆、山泉水和麦市干
子传统工艺的结合，制作出蛋白质含量
达32%的即食豆干，今年1月上市后，
迅速地抢占市场。目前，已经形成“豆
嘴趣”品牌，入驻了通城、崇阳、江西修
水等30余家大中型商超。

“计划在端午节推出一批跟屈原相
关的豆干，营造浓厚的端午节日气氛。”
谈到该产品，何荷龙心中早有规划。

正式生产后，将与武汉卤制品公司
共同打造特色景区小吃，设计出文艺气
息的包装，在黄鹤楼、东湖、博物馆等知
名景点出售，针对不同景区也有不同的
内容，具有十足的地域特色，十分适合
游客当做旅游伴手礼。

通城麦市镇

传统豆干“变身”文创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