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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今天晴，22℃~31℃ 明天多云，22℃~30℃

为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
国防观念和防空应急意识，熟
悉防空警报信号，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相关规
定，市政府定于2021年9月18
日（星期六）9时18分至9时33
分在城区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
试鸣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9:18-9:21试鸣预先警
报：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 3

遍，共3分钟。
二、9:24-9:27试鸣空袭警

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
共3分钟。

三、9:30-9:33试鸣解除警
报：连续鸣3分钟。

四、市内媒体要提前做好
宣传告知工作，确保全市生产
生活秩序正常。

仙桃市人民政府
2021年9月10日

仙桃市人民政府
关于防空警报试鸣的通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湖北

督察组联系方式：
邮政信箱：湖北省武汉市A104信箱
固定电话：027—68881984（接听时段8时至20时）

8月31日至9月30日，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进驻湖北，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向督察组反映生
态环境问题线索。

新华社榆林9月1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时强
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光荣革命传
统，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切
实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谱写陕西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9月13日至14日，习近平在陕西
省委书记刘国中、省长赵一德陪同下，
深入企业、农村、学校、革命旧址等进
行调研。

13日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国家
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了解循
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项目规划建设运
行情况。在中心控制室，习近平观看
项目产品展示，对企业坚持创新发展，
坚持安全、稳定、清洁运行的做法表示

肯定。随后，习近平到年产40万吨乙
二醇项目现场察看，询问煤化工深度
发展有关情况，同企业职工代表亲切
交流。他强调，榆林是国家重要能源
基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要
按照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对标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立足国情、
控制总量、兜住底线，有序减量替代，
推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煤化工产业
潜力巨大、大有前途，要提高煤炭作为
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促进煤化
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把加强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任务，加
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发展煤基
特种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等。

13日下午，习近平前往米脂县银
州街道高西沟村考察调研。山谷间果
园、林地、梯田、淤地坝错落有致，初秋
的黄土高原一片绿意盎然。途中，习
近平临时下车走进田间，察看谷子、糜

子、玉米长势，同正在田间劳作的老乡
拉家常，询问他们生产经营、家庭收
入、医疗保障、子女上学就业等情况。
在高西沟村龙头山山顶，习近平听取
了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西沟村探
索黄土丘陵沟壑区综合治理情况介
绍。习近平指出，高西沟村是黄土高
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你们坚持不
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发展
农村事业，路子走的是对的。要深入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把生态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机结合
起来，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离开高西沟村，习近平来到位于
米脂县城东南的杨家沟革命旧址。
1947年底，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机关
来到杨家沟村，在这里战斗生活了 4
个多月，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
战场，领导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习近
平参观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旧址、

毛泽东旧居、周恩来旧居等，追忆革命
历史，缅怀革命先辈丰功伟绩。习近
平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
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统一思想、
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向前进，之所以能
够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和
辉煌成就，就在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高瞻远瞩、见微知著，既解
决现实问题，又解决战略问题，准确判
断和把握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
任务、政策策略。要始终坚持和完善
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
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马克思
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同时坚持实事求是，从我国实际出发，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习近平指出，要充分运用红色资
源，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赓续红色血
脉。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李兵）9月15日，应
急管理部副部长刘伟来我市调研化工园
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化工园区

“智慧园区”建设，科学规划布局，严把项
目准入关，不断提升安全管理的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
厅长施政，市长孙道军陪同调研。

刘伟一行先后来到中星电子、市
应急救援中心、新蓝天、绿色家园等

地，查看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和中控室
等场所，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安全
设施运行、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
理等情况。

在中星电子，听取企业负责人关
于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工作
汇报后，刘伟指出，要持续加强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优化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提高风险管控和应急救援能力。要进
一步完善奖惩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积
极性，形成全员参与安全生产的良好

氛围。要进一步提升数据化、智能化
水平，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将监管
效率最大化。

来到绿色家园公司，刘伟实地查
看企业中心控制室，听取意见建议，对
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做出的努力表示
肯定，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强风险点排
查和精细化管理，对重大危险源做到
心中有数。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
各项安全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

刘伟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

关系，切实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到经
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要规范化
工园区建设和安全管理，在制度化、标
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不断创新监管
方法，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加快推进

“智慧园区”建设。要推进安全生产专
家队伍建设，强化从业人员培训，提升
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和应急保障水平。

市领导严启方、李少云，市政府党
组成员、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胡军波参
加活动。

习近平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
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张钰）9 月 15 日，
市政协召开党组暨主席会议，协商讨
论市政协换届等有关事项。市政协党
组书记、主席余文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等重要会议精
神。余文华指出，要认真系统学习讲
话精神，尤其要学原文、读原著、悟原

理。要结合工作实际学，发挥政协特
点和优势，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要
把握工作重点学，结合“四水共治”、产
业融合发展、武汉城市圈政协主席论
坛、农村清洁工程等重点工作，提高政
协委员咨政建言质量。

在协商讨论市政协换届事项时，
余文华指出，要从严从实把好人选政
治关、素质关、结构关，提高政协委员
质量，提升政协参政议政水平。

在协商讨论《仙桃市政协机关个
人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征求意见稿）
时，余文华说，制定考核评价办法有必
要、很重要，政协机关党组要带头，履
行政治责任和工作责任，要把责任分
解到各委室、机关干部抓好落实，增强
集体荣誉感，营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的工作氛围。

会议协商讨论了《2021年市政协
清廉机关建设暨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

活动实施方案》（讨论稿）。余文华要
求，活动组织要发挥创造性，展现政协
机关特色，结合具体事例以案促廉、以
案警廉。会议还协商讨论了市政协第
23次双月协商工作安排草案，听取了
武汉城市圈政协主席论坛筹备工作情
况汇报。

市政协副主席魏家军、杜伟华、魏
金花，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平洪涛
出席会议。

市政协召开党组暨主席会议

协商讨论市政协换届等有关事项

本报讯（记者 张钰 通讯员
黄玲玲）9月10日，华中农业大
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黄
茜、盛龙从武汉来到湖北九珠蛋
业有限公司进行技术指导。

专家们走进蛋品加工车间，
针对困扰九珠蛋业已久的皮蛋
斑点率较高和咸蛋偏咸等问题，
从优化腌制流程、改善腌制环境

方面献计支招。九珠蛋业分外
珍惜这场智力“及时雨”，表示要
以这次活动为良好开端，建立常
态化合作机制，开展全方位深度
交流合作，让更多创新成果转化
落地，为高质量转型发展赋能增
势。

这是 2021 年“院士专家仙
桃企业行”的一个缩影。高校教

授专家们通过解工艺难题、破技
术难点、攻产品难关促合作创
新，为仙桃企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把脉问诊、支招出力。市人才服
务中心为企业和专家“搭好舞
台、唱大戏”当好联络员、服务
员、宣传员，确保“院士专家企业
行”工作有进展、有成效、有质
量。

院士专家仙桃行

为仙桃企业把脉问诊支招

本报讯（记者 张钰 通讯
员 刘梦）9月14 日，一架无人
机在吾悦广场、蓝悦·满庭春项
目工地上空盘旋，市质安站工
作人员正在航拍监测这两个工
地裸土覆盖情况。

经过近两个小时全方位拍
摄，工作人员发现工地上有少
量堆积的裸土没有覆盖，立刻
联系工地项目负责人，现场提
出了整改意见。

强化扬尘污染源头防治

是 市 质 安 站 的 重 点 工 作 之
一。有些项目工地体量大，开
工建设的范围广，对裸土覆盖
情况难以全方位监控到。市
质安站改变传统检查模式，利
用无人机快速精准、覆盖范围
广的特点，“人机”联动对建筑
工地裸土覆盖情况进行核查，
节省时间，监管无死角，有效
提升在建工程扬尘治理整体
水平，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
向好。

市质安站强化扬尘污染源头管控

无人机航拍监测扬尘

9 月 14 日下午，汉江仙桃
段、东荆河仙桃段全线退出设
防水位。仙桃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随即解除。

至此，历时近 20 天的汉
江、东荆河防汛抗灾取得胜利。

此次汉江秋汛发生早、来
势猛、持续时间长，中下游全线
超警戒水位。面对汛情，市委、
市政府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

“防”字为先、避险为要，科学决
策、精准调度，全力组织防汛抗
灾。

汛情就是命令。市“四大
家”领导闻“汛”而动，深入一
线，靠前指挥；各地党员干部迅
速进岗到位，枕戈待旦；广大干
群勠力同心，众志成城，共同筑
就了防汛抗灾坚强屏障。

精准调度“一盘棋”

进入 8 月，汉江上游连续
强降雨，长江委多次发出预警，
汉江中下游可能发生较大汛
情。8 月 24 日，省防总下发通
知，要求防范汉江秋汛。

防汛历来是仙桃“天大的
事”。8月25日，市委书记罗联
峰就做好汉江、东荆河防汛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宁可十
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市上
下要把防汛作为当前压倒一切
的大事，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

有备无患，方能有条不
紊。当晚，汉江、东荆河市镇两
级指挥部成员迅速到岗履责，
各镇办上足防守劳力，开展巡
堤查险，尤其对汉江、东荆河
27 处穿堤建筑和 25 处险工险
段进行24小时座哨防守。

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
失。提前储备了砂石料8.6万

方、编织袋95万条、彩条布8.6
万平方米，组建了 500 人的市
级应急抢险队伍，各镇办场分
别组建 100 人的应急抢险队
伍。8 月 31 日下午 2 时，我市
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然而，秋汛来势猛、涨水
快，加之受长江顶托，汉江、东
荆河及东荆河民垸均超警戒水
位。面对来势汹汹的秋汛，全
市上下保持高度警惕，严阵以
待，确保安全度汛。

在全市防汛紧要关头，市
委书记罗联峰多次奔赴汉江、
东荆河、杨林尾民垸检查指导
防汛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值守
人员，现场调度部署全市防汛
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切实把防汛责任落实
到“最后一公里”，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长孙道军坐镇市防汛指
挥部，坚持每天会商，及时分析
研判水情雨情工情，科学精准
调度，分派每日工作清单，将一
道道指令下发到各防汛分指挥
部，防汛工作有条不紊。

全市按流域成立了东荆河
干堤、汉江干堤、东荆河民垸、
分洪区蓄洪堤、杜家台分洪闸
等七大防汛指挥部，余文华、郑
章均等市“四大家”领导担任指
挥长，坐镇一线，指挥防汛抗
灾。

东荆河、汉江仙桃段干堤
处处红旗飘扬，座座哨棚挺
立。全市近300公里长的防守
干堤分片分段划分，分解到各
个镇办及市直部门包保值守，
层层压紧压实责任。13400余
名党员干部群众日夜坚守大
堤，24小时全覆盖、无缝隙、无
死角巡堤查险。

（下转第二版）

市住建、环保、城投等部门协同
配合，对城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升
级改造，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效率。
城东污水处理厂按照一级A标准，日
均处理量达到 11 万吨，消除城区生
活污水对水环境质量的危害。图为
城东污水处理厂鸟瞰。

摄影 记者刘贤双

阳光下的城东
污水处理厂

众志成城护安澜
——仙桃2021年汉江、东荆河防汛抗灾纪实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李辉胡纯波 谢伯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