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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犬不牵绳、禁烟场所吸烟、噪声污染等有了新规

我市两部条例 10 月 1 日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葛利利 实习生 邵相
龙）对于遛犬不牵绳、禁烟场所吸烟、噪
声污染、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乱停乱放等
这些不文明行为，咸宁有新规啦！9 月
22 日上午，我市举行《咸宁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
《咸宁市城市管理条例》
（以
下简称《条例》）新闻发布会，就如何贯
彻落实两部《条例》进行发布并回答记
者提问。
据悉，2021 年初，经市委同意，市
人大常委会将两部条例纳入立法工作
计划，分别由市委文明办、市城管执法
委牵头起草。两部条例经过市人大常
委会会议三次审议，多次修改完善，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表决通过，省人大常
委会会议 2022 年 3 月 31 日批准，4 月
26 日公布，10 月 1 日起施行。
《咸宁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共六
章五十六条。其中第二章文明行为基
本规范，明确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具体要求，并针对社会关注度
高、市民反映强烈的问题，规定公共秩
序、公共环境卫生、交通安全秩序、社
区、乡村、家庭、文明养犬等方面的行为

规范。
例如《条例》规定：单位和个人应
当文明养犬，按照规定定期为犬只免
疫接种狂犬病疫苗和向所在地养犬
登记机关申请登记；携带犬只出户应
当 佩 戴 犬 牌 并 采 取 系 犬 绳（链）牵 引
等安全措施，即时清除犬只粪便。如
违反规定，未按照规定定期为犬只免
疫接种狂犬病疫苗的，由农业农村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罚款；携带犬只出户未采
取系犬绳（链）牵引等安全措施的，由
公 安 机 关 责 令 改 正 ；拒 不 改 正 的 ，处
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恶
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没收犬只。
《咸宁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还规
定公民应当减少吸烟造成的危害，在禁
止吸烟场所吸烟的，由卫生健康部门或
者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五十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咸宁市城市管理条例》中针对城市
管理中的居民废旧家具、家电等大件垃
圾和装修垃圾投放难、
清运难，
环卫车辆

作业扰民，城市公共场所如厕难、停车
难、
装修噪音污染等方面有了新规定。
例如《条例》规定，街道、广场、公园
等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合理规定健身、
娱乐、
宣传等活动的区域、
时段、
音量。在
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健身、
娱乐、
宣传
等活动应当遵守有关规定，不得干扰他
人正常生活。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全天
及工作日十二时至十四时、十八时至次
日八时，禁止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
楼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室内装修活动。
对于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
《咸
宁市城市管理条例》规定，共享单车运
营企业应当按照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确定的运营配额投放符合国家相关
技术标准的车辆，并加强车辆管理，配
备巡查人员，在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规定
的时间内清理随意停放、丢弃或者不能
正常使用的车辆，保障运营车辆安全清
洁、规范停放。未在规定时间内清理随
意停放、丢弃或者不能正常使用车辆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每辆
车处一百元罚款，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
减少或者取消车辆运营配额。

推动消费市场下沉 助力农特产品上行

抖音咸宁特产官方馆正式开馆
本报讯（记者镇强 吴青朋）
“欢迎
线下顾客纷至沓来，
不断下单。
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购买我们通城的特
“这些农产品绿色无公害，闻起来
色农产品……”9 月 20 日，通城县药姑
都带着大自然的味道。”来自武汉的游
山·古瑶村景区，网络主播玲丽和蜜蜜
客胡先生很快就买了价值 300 多元的
正在手机镜头前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 农产品。
当日，抖音咸宁特产官方馆首播仪
来自通城县大坪乡易畈村的脱贫
式暨联农带农专场直播活动在这里举
户徐平笑容满面：
“ 一上午就卖出了近
行，来自通城当地的 20 多家电商企业、 半农产品，各类干货的销售额达到了
近百名网络主播现场直播，帮助农民带
5000 多元。”
货，助力乡村振兴。
线下很热闹，线上也火爆。
本草天香油茶籽油、鄂南桂花鸡、
通山小麻饼、贺胜土鸡汤、嘉鱼泡
隽水银峰绿茶……活动现场，企业展台
藕带、崇阳小麻花……当日正式开播的
上摆满了各类特色农产品及干货，吸引 “抖音咸宁特产官方馆”直播现场，各类
了众多游客前来选购。
咸宁特产琳琅满目，在景区遥望千年广
“太阳下山坡，
一个人太寂寞……” 场的美丽景色加持下，身穿瑶族传统服
通城本地网红“黑仔”现场激情开唱，为
饰的主播卖力推介，咸宁网红茶叶哥现
辉煌村等农村电商直播带货，引得线上
场助阵，仅仅开播 4 小时，累计观看人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丰源电业公司

为南玻集团生产用电保驾护航
9 月 20 日 18 点 33 分，经过 60 天战高
温斗酷暑连续作战，国网咸宁供电公司丰
源电业公司完成 110 千伏永安变电站南玻
配套间隔和 110 千伏玻璃一回线路送电，
标志着南玻变电站首台设备顺利启动。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下称咸宁南

玻）是世界一流企业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是一家生产低辐射
Low-E 玻璃、
中空玻璃、
夹层玻璃、
彩釉玻
璃、
钢化玻璃及上述玻璃构成的各种复合玻
璃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厂区位于咸宁经济开发区长

次就达 6.18 万，累计成交金额达 74250
元。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市商务局、市
农业局、市乡村振兴局主办，旨在以电
子商务新业态，助力拓展农特产品销售
渠道，打造地域特色品牌，推进联农带
农工作取得新突破。
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文表
示，抖音平台—咸宁特产官方馆的设
立、运营，标志着我市电子商务领域又
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高速赛道，将充分
发挥好抖音平台在推进消费市场下
沉、推动农特产品上行中的独特功能，
坚持把“新流量”变为“新要素”，把“新
业态”转化为“新动力”，努力为咸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江产业园龟山路 35 号。近年来，
外围营商
环境的持续改善为光伏市场健康发展提供
了充足动力，
同时咸宁南玻工艺技术的持续
改进使得市场竞争极具优势。产能扩建后
负荷增加，
原有电源线路无法满足需求，
特
委托丰源公司进行新建电源线路设计。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相关部门主动作
为、提前介入做好服务。严格时间、质量等
要求，高效推进新建电源线路施工。工程
新建两条 110 千伏线路对咸宁南玻进行供
电，
即 110 千伏永安-南玻线路工程和 110

供优质之水
服诚信之务
全省统一供水服务热线

96510

咸宁联合水务保留服务热线

8182111

咸安消防

为老旧小区
安装 320 具灭火器
本报讯（记者陈志茹 通讯
员刘璇）日前，
咸安消防将320具
灭火器送到咸安区的12个老旧
小区，
安装灭火器箱之后，
居民悬
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为有效预防和消除咸安城区
老旧小区的安全隐患，
切实推进
小区消防安全工作，
确保居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咸安区消防救
援大队严格按照全市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相关标准和要求，
直接
对接居民群众需求，
大力破解老
旧小区消防基础建设薄弱难题。
今年 8 月，咸安消防成立
了 3 个工作专班，深入辖区各
老旧小区，专项调查各小区需
要添置灭火器的情况。经摸
底，咸安区城区一共有 12 个老
旧小区，需要安装消防器材。
为此，咸安区消防救援大队
积极筹集资金，为这 12 个老旧
小区安装了 320 具灭火器，以
备不时之需。
据悉，此举不仅把消防安
全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为居民
群众撑起了“保护伞”，还为辖
区居民群众构建了一个安全、
舒适的居住环境，深受居民群
众的一致好评。

千伏傅桥-南玻线路工程。新建电源线路
总长 6.644 公里，新建杆塔 42 基。强化部
门协同，做好送电工作。加强与变电运检
及客户的及时沟通，加快完成南玻变电站
验收等工作，
按期完成互感器校验、变比核
对、极性检查等系列检查。在南玻变电站
成功送电后，
进行带电接线检查、实负荷测
量，
同时通过电能量计量系统，
持续跟踪监
测电能表运行状态。下一步，公司将跟进
用户用电需求，对即将投运的南玻二回线
做好保障工作。
（通讯员李甜）

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出厂水水质检测结果公示
2022 年 9 月 22 日检测

检测项目
单位
国家标准
色度
度
≤15
肉眼可见物
—
无
臭和味
—
无异臭、
异味
浑浊度
NTU
≤1，
特≤3
游离余氯
mg/L
≤4.0 且≥0.3
菌落总数
CFU/mL
≤100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不得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MPN/100mL
不得检出
耗氧量
mg/L
≤3，
特≤5

检测结果
＜5
无
无
0.18
0.5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