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镇万明：

不忘初心跟党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孙艳 龙威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7月16 日上午9时，须发皆白、面
容沧桑的镇万明拄着拐杖，来到咸宁高
新区横沟桥镇长岭村会议室，参加
2021年度第7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目光笃定地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

2015年11月，咸宁市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首次在全市基层党组织中开展，
长岭村启动第1期活动起至今，镇万明
没有一次缺席。

镇万明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西南剿匪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战
役，荣立一等功2次、二等功3次、三等
功3次。

1947年冬，时年22岁的镇万明被
国民党抓壮丁，到了郑州。没过多久，

镇万明所在部队将领投诚，他被编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

战役取得胜利，部队挺进大别山，
集中整训后，镇万明先后参加了大别山
行军、渡江作战、千里追击、两广战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镇万明
荣获“二等英雄模范”称号，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50年，镇万明所在部队到达纳
雍县。那里土匪猖獗，白天伪装成劳动
人民在田里干活。

一次，一位通信员给在当地任乡长
的部队指导员送信，惨遭土匪杀害，土
匪换上通信员的衣服送去假信，造成一
个多班的战士伤亡。

战士们对土匪恨之入骨，但解放军
的军规是对普通百姓不能打、不能骂，

时任班长的镇万明只能带领大家进村
入户逐一摸查、宣传发动，滴水穿石地
做群众工作。

因出色完成剿匪任务，并缴获大批
武器，他被记为一等功。战斗英雄的光
环激励镇万明更加坚定地追求进步。

1950年6月，战火烧到鸭绿江，本
可退伍转业的镇万明，又主动报名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
战争胜利后，他个人及所在的通讯连荣
立二等功。

1953年，镇万明跟随部队从朝鲜
回国，1956年从咸宁195医院复员，分
配至官塘驿林业站任站长。

父亲早逝的镇万明，几年间又相继
失去大哥、二哥。1962年，镇万明选择
退伍，回到年迈的母亲和体弱多病的妻
子身边，养育儿女长大成人。

屡立功勋的镇万明，英勇善战，见
多识广，乡亲一致推荐他担任村里的会
计，负责生产队的账目和粮食分发。

“他一点私心都没有，四清运动中
账目清晰准确，没人能挑出毛病……”
村民镇方华说。

苦难总是接踵而至，年过五旬，镇
万明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相继去世，
只留下几个嗷嗷待哺的孙辈。

“你是战斗英雄，是有功劳的人，现
在老了，家庭这么困难，去找组织、找民
政反映一下困难吧！”亲戚和村民这样
劝他。

多年来，镇万明独自一人住在半砖
半土的老房里，但他从不向人提及自己
无钱无力整修房子的事。

直到2018年，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
帮老人把旧房修整一新，新建了洗手间，
添置了沙发，镇万明才算住上“新房”。

“我是一名农村老党员，经过学习，
我感到党对我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
怀。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很惭愧，我
永远跟着党走，全心全心意为人民服
务！”患有听力障碍的镇万明这样写道。

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两优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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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23～25日，我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23日：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3级，24～34℃；24日：多云有阵雨，偏东风3～4级，24～33℃；25日：多云有阵雨，偏北风3～4级，25～31℃。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道：7月21
日，通山县洪茂生态种养殖合作社股东
之一夏云贵向本报求助：5万斤冰鲜鲈
鱼滞销，希望帮忙找找销路！

当天，记者赶到合作社，一名肤色黝
黑的男子坐于过道前，眉头紧锁、满面愁
容。他就是合作社最大股东章文兵。

“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希望把5万斤
鲈鱼卖出，渡过这一个多月的难关。”章文
兵直接向记者道出了内心最大的愿望。

章文兵是土生土长的通山人，过去
在外发展，2014年底回到九宫山镇流
转300亩土地发展鲈鱼养殖产业。通
过辛勤的付出和科学的技术，基地很快

扩至1300余亩，并带动48户农户就业
增收。2019年，章文兵投入上千万元
新建繁育、育苗基地，计划发展新空
间。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了他当头一棒。

因受疫情影响，鲈鱼市场需求量急
剧下降，价格和销量一跌再跌，资金回
流问题显著。虽章文兵采取降低价格
方式增加了销量，但周转资金依旧短
缺，且还有45万斤鲈鱼滞销，饲养成本
较高，卖鱼变现迫在眉睫。

章文兵四处奔波，与湖南一鲜鱼加工
企业达成协议，由该公司将活鱼制作成冰
鲜鱼并负责销售。本以为问题成功解决，

不料该企业因疫情资金链断裂而破产，章
文兵只能将18万斤成品冰鲜鲈鱼拉回。

然而，冰鲜鲈鱼在市场上并不是很
畅销，章文兵绞尽脑汁也只销出4万
斤，他无奈向政府求助。很快，通山县
委县政府通过消费扶贫馆、单位职工采
购等方式帮其售卖了9万斤冰鲜鲈鱼。

“政府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但资金
仍紧缺，塘里的鱼苗吃了上顿没下顿。”
章文兵面露难色。

基地现有200万斤鱼苗，一个多月
后就能上市，现阶段市场行情好，鱼上
市后问题将迎刃而解。但目前每日仅
鱼饲料就需七八万元，资金很难跟上，

且之前扩大规模时的贷款因受疫情影
响未能及时还上，现已无法再次申请贷
款，如今只希望尽快将5万斤冰鲜鲈鱼
卖出，缓解资金周转问题。

其实，章文兵不仅为饲料问题烦
心，更因务工农户而感到内疚。章文兵
说，目前已有5个月未发工资了，虽说
50名员工都未有怨言，但越是如此，他
越觉得惭愧。

记者看到在基地冻库，一袋袋冰鲜
鲈鱼整齐摆放。章文兵介绍，冰鲜鲈鱼
是在鲜活时宰杀，腌盐真空保存，开袋可
直接烹饪。希望社会各界助他解燃眉之
急，订购电话18827310616（夏先生）。

通山5万斤冰鲜鲈鱼滞销

期待社会各界助解燃眉之急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
讯员熊熙、刘蒙报道：7 月 21
日，嘉鱼县人民政府与武汉科
技大学举行县校战略合作签约
揭牌仪式，正式建立全面战略
合作关系。

当天，嘉鱼县人民政府与武
汉科技大学签订县校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和共建武汉科技大学成果
转化中心嘉鱼县分中心协议书，
协议双方将在科技成果转化、共
建创新平台、组织联合攻关、人
才培养与交流等方面开展全面
合作。同时，为武汉科技大学成
果转化中心嘉鱼县分中心揭牌。

嘉鱼县主要负责人表示，
将发扬金牌“店小二”精神，为
武汉科技大学做好服务，加快
开展各项合作，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近年来，嘉鱼县先后与北
京大学、湖北大学、湖北工业大
学等高校开展校地校企合作，
支持嘉麟杰、稳健医疗等企业
成功创建省市级科创平台、校
企联合创新中心。此次签约对
推动该县产业转型升级、新旧
动能转换、创新资源集聚等具
有重大意义，必将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嘉鱼县与武汉科技大学

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中科华冶
一个月建成投产

7月9日，咸宁高新区智能制造产
业园，中科华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车间内，工人们在机器旁忙碌。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8 亿元，建
成拉丝、漆包和绞线产品生产线。在
高新区各部门通力配合下，项目从开
工到建成投产仅用了1个月，预计年产
值可达5亿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施源 摄

《固废法》明确提出了三原则——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固体废物处理，咸宁做得怎么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见博 通讯员 丁文慧 明聪

固废，即固体废物，包括工业固体
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
物以及危险废物。固废如果不及时处
置，会对水、大气和土壤造成污染，从而
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固废法》明确提出了三原则——
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咸宁做
得如何?日前，记者对相关部门进行了
采访。

坚持三原则推进分类回收

7月 13日，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
置有限公司的稳定固化车间，工人正在
对焚烧残渣、飞灰、含重金属污泥等危
险废物进行处理，或将废弃的垃圾送入
打包机，或用叉车运进五化处理车间、
安全填埋场，整个过程严谨有序。

“作为湖北省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
心，我们公司承担着全省危险废物和咸
宁医疗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处置工作。”
湖北汇楚危险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艳告诉记者，“我们会根据危险
废物的特性，选择焚烧、物化、固化填
埋、直接填埋等多种处置方式，确保危
险废物被无害化‘消灭’”。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卫健、城管等
部门获悉，去年我市产生医疗废物
2300余吨、生活垃圾产量666738.61
吨，处置率均达到100%。

目前，我市共有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11家，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102100
吨/年。

在“消化”其他固废方面，我市也有
具体实践：已建成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设施5个，无害化处置率达到100%，年
处理100万吨的市城区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项目力争年底建成运营。

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监管体系

“通山县中医院医疗废物移出量
0.135吨、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废
物移出量2.5吨、赤壁市中心医院医疗
废物移出量3.15吨……”

7月12日，在市生态环境局土壤
生态环境科，工作人员登录湖北省危险
废物监管物联网系统，只见我市各大医
院产生医疗废物的种类、数量、运输时
间、处置公司等相关信息清晰详尽。

“医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按要求
必须在48小时内进行处置。”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目前，我市所有产生危险废物的

公司都必须纳入物联网系统监管。所
有产生危险废物重点监管的企业必须
将危废种类、产生情况、种类和处置去
向及时填写清楚才能准运处理。特定
运输危险废物车辆上，都安装了GPS
定位系统，一旦发生问题，系统第一时
间知晓，以确保危险废物不会造成污
染。

截至目前，我市已将42家产废量
超过10吨或有处置设施的单位列入重
点监管单位名单，将434家涉危险废物
单位纳入省危险废物监管物联系统，运
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推进危
险废物环境管理。

今年来，市生态环境部门已组织开
展危废双随机检查22次，对131家单
位进行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
整体达标率98.5%。

全民参与的社会格局初步形成

去年5月，市生态环境局收到了我
市某中学的求助，因为学校的改造升
级，原有的化学实验室不再使用，堆放

的化学药品不知如何处置。
“该学校环保意识强，在不知道如

何处理的情况下与我们取得联系，是值
得肯定的做法。”市生态环境局土壤生
态环境科负责人丁文慧继续举例，崇阳
县港口乡政府颁布“禁塑令”，通城县高
峰村制定实施“禁用一次性餐具”村规
民约，越来越多的学校社区企业参与到
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中来.，全
民参与的社会格局已初步形成。

当前，固体废物产生量呈逐年增长
态势，少数地方和部分企业对固体废物
危害性认识不足，仍存在非法倾倒处
置、随意堆放等问题。电商、外卖等新
行业快速发展，也给固废处理日常监管
带来了难度和挑战。

“全市生活垃圾的污染防治意识仍
待加强，县乡两级生活垃圾分类普及率
还不高，群众参与意识不强等问题依然
存在。”丁文慧说，如果危险废物随意堆
积或处置，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甚至
还会追究刑事责任。

据介绍，下一步固废处理工作的重
点，不仅要加强相关企业的监管，还要
加强宣传，提高群众对固废的认识。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
道：7月22日，在收视收听2021
年上半年全省商务经济运行调
度电视电话会议后，我市召开
会议研究部署下阶段相关工
作。副市长李丽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思
想认识，充分认清当前商务经
济运行面临的复杂形势。要切
实找准自身优势，不断加大强
项支持力度；要及时发现短板
与不足，学会在危机中育新机，
在变局中寻新局，精准施策补短
板、消痛点，力争实现弯道超车。

会议要求，要聚焦各项主
要经济指标，千方百计挖潜增
效，确保下阶段工作稳中有

进。要全力抓好外贸“三项工
程”，培育外贸外资发展后劲，
扎实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
要加强消费场景打造、消费活
动策划，全面推进电商工作，确
保社零经济稳步增长；要做到
招商引资全程参与、全程服务，
确保完成既定任务目标。

会议强调，要聚焦企业堵
点痛点难点，一切奔着解决问
题去，从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
题改起、从企业最不满意的地
方抓起，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
的实际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各
负其责、形成合力，以良好环境
来激发商务经济活力，促进咸
宁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市商务经济运行调度会要求

确保下阶段工作稳中有进

我市“希望家园”街舞公益课堂开课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

员黄小芬、彭洪报道：7 月 20
日，咸宁市“筑梦计划”街舞公
益课堂进希望家园暨新兴领域
青年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仪式在
咸安区龙潭村希望家园举行。

活动中，大家一起观看了
湖北街舞公益课堂视频，了解
了 2018 年以来筑梦计划街舞
公益课堂在咸宁的实施情况。
团市委还开展了新兴领域青年
的党史学习教育，通过观看党
史微电影《你的样子》、聆听

“红领巾讲解员”阮子墨讲述

党史小故事《青年楷模何功伟
26岁的青春岁月》等形式，激
励青少年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走。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共青
团湖北省委统战联络部指导，
咸宁团市委、咸宁市青年联合
会联合主办，六个县市区团委
承办，咸宁市街舞协会、优尚流
行舞培训等机构、湖北元之心
理咨询有限公司协办。希望通
过活动激励我市各行业、各领
域青年代表发挥特长和优势，
广泛开展关爱留守儿童。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
员兰水月报道：7 月 22 日，中国
自动化学会科技服务团来咸开
展智能制造产业调研并召开座
谈会。市委常委、副市长白新民
主持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梁细林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秘书长、
武汉大学教授张俊说，中国自动
化学会拥有众多从事自动化及相
关技术科研、教学、开发、生产和
应用的会员，具有丰富的技术、平
台、企业等资源。学会将主动创
造条件和平台，加强与咸宁互动，
积极推动校企合作、专家对接和
工作站落地；将通过与政府、部门
和企业的对接，积极服务地方高
质量发展。

市领导指出，智能制造是时

代发展的潮流，是咸宁主攻的方
向。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力优
化产业布局，强力推进咸宁智能制
造产业转型升级。相关部门要摸
清需求底数，形成问题清单，与学
会开展精准对接。要在技术攻关、
科研应用等方面深度合作，实现双
方共赢发展。要加强部门协作，强
化效果跟踪，真正做到把科研论文
写在咸宁大地上，用科技成果助推
咸宁“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助
力我市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座谈会上，市科协、市科技
局、市经信局等部门介绍了我市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和智能
制造产业发展等情况。会后，科
技服务团还深入我市产业技术研
究院、企业、高等院校等地实地考
察，了解对接产学研相关需求。

中国自动化学会科技服务团来咸考察调研

推进双方合作 助推产业发展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现将拟提拔使
用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胡金云，男，汉族，湖北通城人，1974年1月出生，在职大专学
历，1994年8月参加工作，199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湖北
咸宁九宫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管委会（湖北咸宁九宫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工委书记、主任（局长），通山县委副书记（挂职）。拟提
名为县（市、区）人民政府县（市、区）长人选。

徐望，男，汉族，湖北通山人，1976年11月出生，在职大学学历，
1995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咸宁高新
区管委会副主任、工委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政府县（市、
区）长人选。

刘子恒，男，汉族，湖北阳新人，1981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理学博士学位，2012年10月参加工作，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赤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
政府县（市、区）长人选。

公示时间：2021年7月23日至2021年7月29日。公示期间，广
大干部群众可以通过信函、网络、短信、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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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邮政编码：437100；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12380”举报网站网址:http://xianning12380.
gov.cn；短信举报号码：13971812380；举报电话：0715-8112380。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21年7月22日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