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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赛目的：
展示咸宁秀美城市风光、发展成就和人居环境。
二、主办单位：咸宁市摄影家协会、咸宁市城

市规划展览馆。
三、大赛主题：
1、反映咸宁城市重点工程及标志性建筑。
2、反映咸宁城市空间营造、市政道路、交通设

施、人居环境、市容市貌、园林景观、新农村建设等
方面的变化和成就。

3、反映咸宁具有特色的街区，历史建筑等建筑
文化景观。

4、围绕咸宁人居环境，反映市民与城市和谐关系。
四、征集时间：
2013年至2015年拍摄的作品都可以投稿，

截稿时间2015年12月10日。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3名 奖金2000元
二等奖6名 奖金1000元
三等奖10名 奖金500元
优秀奖20名 奖金200元
六、征集要求：
1、作品一律按电子数据形式投稿，照片用

jpg格式，要求1200万像素（3MB）以上。
2、参赛作品注明作品题目、作者姓名、拍摄

地点、联系方式。
3、投稿作品仅可作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

度的调整及构图剪裁，不得用电脑或传统暗房技
术作合成、添加、删除、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术处
理。

4、入选、获奖作品主办单位拥有出版、展览

及其他宣传媒介的权力，不再另付稿酬。参赛作
品一律不退稿。

5、凡是征集照片所涉及的著作权、肖像权、
名誉权等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负。

咸宁市摄影家协会
联系人：张大乐
联系电话：13307240377
投稿邮箱：xnrbsyb641@126.com
咸宁市城市规划展览馆
咸宁市城乡规划摄影协会
联系人：刘嘉
联系电话：18907249596
投稿邮箱：Liujia002007@126.com

咸宁市摄影家协会
咸宁市城市规划展览馆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第三届“大美咸宁·规划之美”城市风貌
摄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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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城管” 智慧管城
记者 赵晓丽 通讯员 童焕欢 胡辉

“哪个窨井盖丢了、哪里路灯不亮了
……监督员一发现，拍照上传至数字城管
平台，平台根据地理定位、实景影像等迅
速确定位置，通知相关单位处置。”14日，
在市城管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涛向记者
演示数字城管平台如何快速处理城市管
理问题。

近年来，市城管执法局利用市公安局
“平安城市”视频系统1700多个高清视
频，自建20个固定的城市管理高清视频
摄像点；共享市政务服务中心大数据中心
服务器；借助市综治委“社会化管理”的工作
网络和市国土局区、镇、村三级行政区域底
图，构建我市数字化城管的大数据管理平
台。

同时，该局对中心城区65平方公里区
域的事、部件进行了拉网式普查，其中建

立实景影像系统45平方公里，形成我市首
个城市管理的部件管理数据系统，采集编号
城市部件约13万个。其中，城市事件包括
市容环境、宣传广告、施工管理、突发事件、
街面秩序5大类共54小类，城市部件包括公
共设施、道路交通、市容环境、园林绿化、房
屋土地、其他设施等7大类共115小类。

市城管执法局数字化城管中心主任
周宏斌介绍，如今，市区每棵树、每盏路
灯、每个窨井盖、每块户外广告牌等都有
唯一的部件编码“身份证”，其地理定位、
规格型号、权属单位、处置标准和时限都
建档入库。

“通过‘数字城管’平台，有效监控城
市部件、事件以及市政工作状态、市容环
境秩序动态，全面提高城市管理精细化程
度。”周宏斌说。

日前，在咸安区幸福路，市城管执法
局城市监督员吕世宏在例行巡查时，发现
该路段有个雨水井盖缺失。他立刻拿出

“城管通”手机，拍照、配上简单说明，点击
“案卷上报”。指挥中心将其派遣给处置
单位市政管理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
赶到现场进行处理，安装完毕后拍照上
传，经确认后结案。整个流程相比以前效

率大幅提高。
作为一名城市监督员，吕世宏的任务

就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兜兜转转，专门
“挑刺”，管理城市部件和处理突发事件。

据介绍，我市利用手机终端“城市通”、
“处置通”，对城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将网格
内城市管理部件与事件的监管责任落实到
人，实现数据的快速上传、部门的快速流

转、案件的快速处置，平台的快速结案。
目前，已组建了一支16人的城市管理

信息监督员专职队伍和100余名兼职信息
监督员，每天巡视发现问题200件。还对
城区网格进行普查，让分布在50个网格的
网格员成为兼职信息监督员。

在处置部件和事件流程中，部门协作
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环节。我市从事

件上、空间上统筹协调分散的市容市貌、
违法建设、园林绿化等城市管理资源，将
我市城区35个单位的职责与数字城管紧
密结合，初步进行了事、部件确权，初步形
成“大城管”格局。

今后，一旦发现城市管理案件，市城
管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将案件派遣到确权
的责任单位，同时责任单位要按时限完成
并反馈。所有的城市管理事部件都有标
准的完成时限，系统根据完成处理情况自
动生成综合考评分，每月自动排名。市政
府每年都将拿出一定的专项资金，对责任
单位进行奖优罚劣，连续三次排名落后的
将在全市通报批评。

“我市数字城管平台去年启动建设，
起步较慢，但能吸取其他城市的经验教
训，打造具有咸宁特色的数字城管。”市城
管执法局数字化城管中心主任周宏斌说。

据了解，我市按照国家要求，建设了
监管数据无线采集子系统等9个基础子系
统。并根据咸宁的实际情况，建设了视频

监控子系统等6个拓展系统。将来，会分
步骤地把停车管理、桥梁管理、广告管理、
工地管理、环卫管理、渣土管理等6个管理
事项纳入数字化监控，拓展数字化管理功
能；并逐步将高新区、旅游新城、咸嘉新
城、梓山湖新城等纳入到市城市管理指挥
中心监管平台。

而且，数字城管不会仅限于城区。我
市将在2016年3月前完成咸安区数字城
管指挥中心的建设，其他县市区数字城管
平台的建设将在2016年开始启动，建成后
统一接到市级数字城管平台。

城市管理始终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
参与。目前，市数字城管平台开通了一部

市民投诉电话 8012319，一部督查专线
8012318，受理城市管理方面投诉。除了
电话投诉外，日后还将通过端口号（特定
的电话号码）、微信公众号对接数字城管
平台，接受市民彩信投诉、微信投诉。

“‘数字城市’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基
础，未来几年，随着我市数字城管系统的
不断完善，我市将建立城市管理的长效机
制，全面提高城市管理和政府公共服务水
平，建成‘智慧咸宁’。”周宏斌信心满满。

据悉，我市数字城管平台目前正在试
运行阶段。今年11月底，省住建厅将会对
该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正式运行。

13万余城市部件有了“身份证”
——打造大数据管理平台

2016年启动全市平台建设
——完成全市数字城管指挥平台建设

百余信息员专业巡查“挑刺”
——网格化管理实现无缝覆盖

城市管理事关百姓生活、城市形象、社会稳定。去年10月份以来，我

市大力建设“数字城管”，今年4月份投入试运行，以期快速高效整治城市管

理顽疾。14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网民咨询】
8日，网民“青浦”咨询：户口上的名

字在录入时被录错了，想改过来，怎么申
请？
【记者打听】

记者从市公安局官网了解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17条
规定：申请人需持以下办理材料去户籍所
在派出所办理：1、本人或法定监护人书面
申请（含变更原因，自愿承担法律及其它
相关责任等）；（原件拟留）。2、《出生医学
证明》或《出生证》；（审核原件，留存复印
件一份）。3、户口登记机关原始登记凭
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审核原件，留存

复印件一份）。 4、单位职工、公务员还需
凭组织、人事部门证明（原件拟留）或档案
中职工原始登记表（审核原件，留存复印件
一份）。 5、出生地居（村）民委员会证明材
料，以及责任区民警实地调查报告（原件拟
留）。6、第三次人口普查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为：申请人持材料到户籍
地派出所审核；户籍地派出所审核同意
后到申请人户籍地县（市、区）公安局（分
局）审批；户籍地县（市、区）公安局（分
局）审批同意后回户籍地派出所办理。

申请办理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节
假日除外，承诺时限在30个工作日内办
结。办理过程不收费。（记者 王莉）

【网民咨询】
9月25日，网民“绿萝”咨询：她的叔

叔是咸安人，40岁，自小左腿残疾。但叔
叔从未自暴自弃，一直在拼搏，如今拥有
两家门店，每年能赚20多万元。现在，他
想和正常人一样开车。请问残障人士能
考驾照吗？如能，其流程如何？
【记者打听】

近日，记者咨询了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工作人员。据介绍，2013年1月1日
起，公安部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
和使用规定》施行，允许左下肢残疾、右下
肢残疾、双下肢残疾以及右手拇指缺失或
手指末节残缺等人员驾驶汽车，准驾车型

为C5车型（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新政策实施后，我市残障人士需要

到省里考驾驶证。因行动不便，一直没
有残障人士到省里考试。从去年年底开
始，残障人士可以在本市考取驾驶证，有
自培和驾校培训两种模式，自培费用为
510元。

今年5月份，我市首批13位残障人
士参加C5驾驶证考试，暂时只有一个人
通过。

据了解，除了体检外，残障人士考取
驾驶证的要求与普通人一样，考题与其
他C类驾考完全一样，考核标准完全相
同。 （记者 马丽）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网民“zxlfree”
反映，咸安区实验中小学门前路段的路灯一年前就安
装好了，去年过年期间也亮过几天，但不知是何原因，
平时一般都没亮。

这位网民表示：下了晚自习后，这条路黑灯瞎火
的，给学生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让路灯
能够早日亮起来。

网民“墨马姑娘”表示，路灯是城市的眼睛，如若因
为路灯没亮，导致学生安全出现问题，到时候就是亡
羊补牢为时已晚。

日前，记者采访了解到，根据《咸宁市城市照明管
理办法》规定，或者项目施工方将有关资料移交给路
灯管理局，通过验收后，再向路灯管理局支付两到三
年的维护费；或者由施工方自行去供电部门开户，日
常的维护由施工方负责。

而咸安区实验中小学门口路段的施工方——咸
宁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路段已经通车，由
于工程造价等问题，城投暂时并没有将路灯工程交由
路灯局，致使后续工作衔接不上。

目前城投公司对此事高度重视，已经向市政府打
了报告，请求政府将金桂路西段延伸工程路灯管理工
作移交给路灯管理局，并纳入专项管理。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
新闻网（咸宁论坛）上发帖称，中百超市附近一些门面
除了已有的门店牌匾外，竟在外墙增设了多个招牌，
这些招牌是否合规？相关部门应该管管了。

网民“昨天朝夕”发帖称，中百超市附近，一些药
房、家电卖场的外墙上，都设有多个大型门店招牌，既
影响了市容观瞻，还会造成光污染，以致影响附近居
民夜间休息。

网民“青春年少”、“意境”跟帖称，一个门店，多个
招牌，除了影响市容，还存在不少安全隐患。若因雨水
侵蚀和大风天气发生坠落，很容易伤人。希望相关部门
及时进行整治。

据了解，商家在店外设置牌匾有严格的规定，即
一店一匾。随意拉扯电线增设灯箱牌匾，因缺乏安全
监测，极易因为安装不牢，用电不规范导致危险。

13日，记者联系了市城管局。该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规范中心城区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切实改变沿
街单位门店一店多牌，招牌横竖不一等现象，近日，我
市城管部门对辖区大街小巷的户外广告设施进行了整
治。市城管局执法一大队、二大队分别对温泉、咸安两
个城区的门店招牌、户口广告设置等进行了专项整治。

目前，已拆除了咸宁大道、银泉大道等路段不合规
的门店招牌、广告等，下一步将对中百附近进行整治。

中百附近门店招牌乱象横生
部门表示：正在整治中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网民“田桂林”在咸
宁新闻网咸宁论坛建议：“希望温泉城区能设立几个废旧
电池回收箱。”

该网民在帖子中称，他知道废旧电池对环境危害
很大，因此多年来他家的废旧电池没敢乱扔，都放在
家里，希望有一天丢到专门的电池回收箱里。遗憾的
是，在城区没有找到这样的回收箱。现在，家里的废旧
电池太多了，很占地方，家人曾多次要求与普通垃圾一
起扔掉。

“建议有关部门在城区设几个废旧电池回收箱，
解决我的困难，同时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该网民
称。

网民“深海鱼儿”同样被废旧电池该丢哪里的问
题困扰。“深海鱼儿”家有很多儿童玩具，电池用得快，
家里的废旧电池也越来越多。“真是不知道丢哪里才
好，现在专门放在一个抽屉里。”

13日，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称，几年前，武汉格林
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曾在咸宁各大超市和商场设置了
回收箱，后因公司原因，将这些回收箱撤销了。

据介绍，目前，我市已制定相关规划，以解决废旧
电池的回收问题。

城区缺乏废旧电池回收箱
网民建议：期待能设立

咸安实验中小学门前路灯不亮
部门回应：正在处理当中

残障人士如何考驾照？ 更改户口信息如何申请？

土地使用权人

唐汉林

土地座落

咸安区官埠桥镇
湖场二组

面积

136平方米

证书编号

060102A-019

证书类别

集体土地
使用证

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下列土地使用权人已就其土
地权属证书遗失向原填发单位报失并申请补发，现书面公告征询异
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无书面异议的，原填发单位将补发
相应的权属证书，同时原遗失权属证书作废。

咸安区国土资源局 2015年10月16日

公 告

崇阳中医院骨伤科崇阳中医院骨伤科
湖北省重点专科湖北省重点专科
咸医广咸医广【【20152015】】第第0404--1010--11号号

电话：3066175 3066171 13971802002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湖北永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为：鄂地税字
42122369801204--5号，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南阳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为：
42120077079314X，特声明作废。

湖北省崇阳县欣怡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421223670365236，特声明作废。

韩秋兰遗失咸宁市五荟营养品商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22301600152564，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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