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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工商局局长雷亚星表示，消费维权，
单凭一个部门的力量很有限，破题的关键
在于构建联动监管、高效运转的平台。

该县工商局通过与县公安局、法院、检
察院、监察局建立“联席会议召开机制、信
息情况通报机制、联合打击经济违法犯罪”
等八大联合机制，建设统一便民高效的消
费投诉、经济违法行为举报和行政效能投
诉大平台，实现了信息共享、联动执法。

5月份，在查处一销售劣质钢材案件

时，因违法金额较大，就是否移送公安机
关，执法人员意见出现分歧。案件提交联
席会议审定，经公安局、检察院联合“会
诊”，一致认为此案可不移交，应由工商执
行行政处罚，罚没金额7万元。

6月份，在公安机关协助下，县工商局
依法对一销售劣质液化气的商家进行调
查，并依据违法金额，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案件影响甚大，促成工商局对全县液
化气市场的全面监管和顺利抽检。

7月份，县工商局开展食品、农资、建
材等行业整治，查处出售劣质商品大要案
23起，对拒不履行已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的
案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4起。

联动监管带来聚合效应。通过集中司
法、行政执法，充分发挥了部门职能优势，
有效规避了市场监管盲区，有力维护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联动监管合力破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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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聘８名计量义务监督员

推进诚信计量建设
本报讯 记者闻期骏、通讯员高树军报道：20日，

市质监局正式聘任了８名计量义务监督员，充分发挥
社会监督力量，推进全社会诚信计量体系建设。

据悉，这８名义务监督员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公务员、律师和企业人员等。义务监督员的职责包
括：向群众宣传计量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的计量知
识；及时反映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计量违法违规
行为，并协助主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监督各级计量行
政主管部门、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是否正确履职；收集和
反映社会各界对计量监督管理工作意见建议等。

下一步，该局将进一步拓宽监督员的行业领域，建
立市、县两级的计量义务监督员网络，形成政府部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团结协作、
齐抓共管的“大计量”监管格局。

盗刷他人信用卡
民警如数追回

本报讯 通讯员梅锦萍报道：近日，市三号桥派出
所成功破获一起信用卡盗刷案件，将被盗刷的1万余
元存款全部追回。从接到报案到抓获嫌疑人、追回赃
款，仅用了两天时间。

日前，三号桥派出所民警接到市民李先生报案，称
有人利用其一年前丢失的身份证，在网上办理了信用
卡，并盗刷了１万元左右。

民警迅速立案展开调查。根据交通银行咸宁分行
提供的线索，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并查到其车牌号
等信息。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告知嫌疑人到派出所
配合调查，嫌疑人并未起疑，应允尽快前去。当天下午
5点，民警早早做好抓捕措施，嫌疑人刚一进门，立即
将其抓获。

经过审问，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过进
一步追查，民警将嫌疑人盗刷的1万余元如数追回。

市林科院

推广林业新技术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丁英萍报道：20至21

日，市林科院举办了林业生产技术系列培训活动，县市
区林业局、林科所、国有林场、专业合作社的技术负责
人和一线生产工人共100余人参加。

参加培训的人员在潜山国家森林公园楠竹基地，
感受、操作、体会竹林经营新机械，加深了对竹林培育
专业化设备操作的认识；在培训班上，倾听林业专家对
竹林覆盖技术、鞭笋型竹林高效培育等技术要点及茶
园病虫害的防治方法及技巧。

此次培训活动中，该院还首发了《竹林高效培育技
术手册》和《茶叶丰产栽培技术手册》两套技术资料，旨
在推广林业新技术、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让消费维权规范高效
——崇阳构建社会共治消费维权机制

记者 王凡 通讯员 柳军霞

20日中午12点，通山城区九宫大道全
羊火锅城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
来自通山基层的110余名环卫工人。

记者看到，11张餐桌周围座位虚席，
环卫工人们穿着橘黄色的工作服，惬意地
享受美味大餐。

席间，饭店老板邱建来不停地来回走
动，亲自给客人端菜送酒，还大声招呼：
“赶紧上肉，上汤！今天的酒菜管够!”

谈及这次宴请的初衷，邱建来说，自
己是农村人，曾是一名下岗职工，开饭店
有13 年多了，平时饭店垃圾都是由环卫
工人们帮着拖走的，此外，饭店时常要接
待婚宴、寿宴等，免不了要在店外放鞭炮，
给环卫工人增添了不少工作量，他一直感
到很不好意思。

“我早就想着要感谢他们，恰好碰上
26日是环卫工人节，我就在自家的饭店里
给他们摆上酒席，权当感谢。”邱建来说。

“我从事这行已经21年了，还是第一
次有老板请我们吃饭呢!”环卫工人付国华
感慨，为了城市的干净舒适，他和同事们
每天早上不到4点就要起床清扫，有时甚
至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非常辛苦。

说起过节的心愿，付国华替环卫工们
说出了心里话：“我的愿望就是大家能更
讲卫生，不要随地乱扔垃圾。”

县市容环卫局局长祝文仲表示，由私
人自发请环卫工人吃饭，这在通山尚属首
次。“我希望这个活动能唤起人们对环卫
工作的尊重和理解，进而珍惜环卫工人的
劳动成果，共同守护干净秀美的家园。”

邱建来自掏腰包请环卫工人吃饭，在
微信朋友圈传开后，得到一片赞誉。有网
友说，这体现了一种社会正能量，这种关
爱弱势群体的精神，值得每个人学习。

5个行政单位、3家行业协会、11
家重点企业、6名律师、10名市民志愿
者代表……今年，崇阳通过建立监督
联络站、“三位一体”消费维权、行政
执法协作等多项创新合作机制，推动
了消费维权从单一的政府监管走向
社会共治，实现了消费维权更加规
范、高效、惠民。

“多亏了消费维权巡回法庭，否则我无
法这么顺利地维权！”20日，回想自己的经
历，崇阳县青山镇农民秋菊（化名）说。

今年3月，秋菊因担心5个月大的宝宝
受凉，将充电完毕的电暖宝放到被窝，不料
电暖宝炸裂，宝宝双脚被烫伤。经市、县医
院联合治疗，婴儿的双脚得以保全，但重度
烫伤的几个脚趾，医生建议截肢。

秋菊当即将卖家上诉至县法院，按照
行政调解优先的原则，县法院立案后，将案
件委托县工商局进行调解。

“因双方对调解协议提出司法确认申
请，经法院消费维权巡回法庭进行审查和
裁定，调解协议予以司法确认并生效。”县
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因行政调解协议有
了司法保障，秋菊最终将得到应有赔偿。

今年来，该县成立崇阳县人民法院消
费维权巡回法庭，加强投诉举报与调解的
对接，畅通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
之间的信息渠道，搭建三者相互支持、相互
配合的平台，减少诉累和对抗，实现优势互
补，有效提高了预防和调处矛盾纠纷的能
力，做到了“案结事了，群众满意”。

谈起“三位一体”维权协作机制，家住
天城镇解放路的林珍直呼“给力”。

3月18日，林珍在某房产公司看房，考
虑购买一套总价近40万元的商品房，并交
纳了5万元订金。一周后，林珍与房产公
司签订合同。4月中旬，林珍家庭突遭变
故，无力支付首付款，试图与房产公司协商
退房，并愿支付部分违约金。

多次协商无果，林珍倍感无奈，“若5
万订金不退，损失惨重。”

对此，县工商局启动行政调解；12315
法律援助工作站维权律师提供专业咨询，
并义务为林珍代理诉讼；县电视台记者对
纠纷调解过程全程跟进。最终，林珍拿到
了5万元的订房退款，成为该县“三位一
体”机制成立后，成功调处的首起案件。

为创新消费维权格局，县工商局牵头
组建工商维权、司法保障、新闻宣传“三位
一体”的消费维权协作机制——

县工商局利用12315投诉举报平台，
开展打假治劣、消费维权、消费调解工作；
与司法、新闻宣传单位联系，组建消费维权
专班，统一协调消费维权工作。

“三位一体”机制以解决强制消费、滥
收费用案，热难点投诉、群体投诉案等六大
类案件为重点，目前已查处诉转案23起，
涉嫌违法金额11.7万元。

“三位一体”协作维权巡回法庭为民代言

宴请环卫工人
记者 徐世聪 通讯员 杨周复

14日，崇阳县铜钟乡一盅春茶叶科技有限公司，
工人正在制茶车间制作黑茶。该公司主要生产甜黑
茶、甜红碎茶等精致茶叶和砖茶，以“农户—基地—加
工—销售”的产业链经营模式，辐射并带动周边农户发
展茶叶种植。

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王芳芳 曾翠翠 摄

市委党校学员

深入基层开展调研
本报讯 通讯员颜军报道：21日，市委党校2015

年下半年市直科长班全体学员深入基层开展调研。
调研组先后来到通山长夏畈古民居群和王明璠府

第、咸安刘家桥古民居，就古民居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工作进行调研。接着，学员们来到鄂东南革命烈士纪
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下午，调研组还实地调研了金盛兰冶金科技项目、
武汉新港临江山港区、雅戈尔汉麻科技项目、嘉鱼县文
体会展中心、卓达集团等，深入了解经济下行压力下企
业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此次调研活动，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对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学员杨
志奇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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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

走访创业女强人
本报讯 通讯员孔伏波、汪中昌报道：22日，市妇

联一行来到嘉鱼县潘家湾镇，走访该镇的创业女能人
孙莲香。

孙莲香是潘家湾镇新农果蔬科技园的创始人，她
带头推行机械化耕种、科学栽培技术和有机种植等现
代农业技术，成功培育出了多个果蔬新品种。现在，
新农果蔬科技园种植面积已达220亩，通过农超对接，
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市妇联实地参观了新农果蔬科技园，了解了孙莲
香的生产、经营状况，并勉励孙莲香发挥致富能人的
作用，带动身边的妇女同胞发展生产，共同致富。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孔祥轶报
道：用冰块雕刻的各种卡通人物栩栩如
生，卡通城堡、冰雪小镇等建筑晶莹剔透
……今年冬季，广大市民们想看冰雕就不
用去哈尔滨了。国内最大冰雪主题乐园
落户咸宁，下月中旬即将开馆。

昨日上午，在位于太乙大道的咸宁冰
雪王国项目现场，来自上海申沪冰雕团队
的几十名技师们正忙着取冰制作冰雕、雪
雕，整个制作工作已经雏形初现。

为丰富咸宁旅游市场，拉长咸宁旅游
消费链条，今年咸宁旅游新城引进了湖北
冰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8000万元，倾
情打造咸宁冰雪王国项目。

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以冰雪娱乐
体验为主，与上海申沪冰雕团队合作，打
造目前国内最大体量约4000平米的大型
冰雪主题乐园。园区设置有迪斯尼迷宫、
马达加斯加动物乐园、白雪公主婚礼广
场、北极雪乡小镇、冰上过山车、冰上自行

车、冰雪急速滑道、考拉探险隧道 、海绵
宝宝儿童乐园、冰雕体验坊、申沪冰雕获
奖作品汇展等十大主题。

记者了解到，为了带给游客极大的视
觉冲击，项目采用现代制冷、声、光、电技
术，将自然风光、神话传说、传统文化与现
代科技和审美艺术完美融合，完美呈现冰
雪世界的浪漫与奇幻，集观赏、体验、互动
于一体，将成为华中地区首屈一指的室内
冰雪主题公园。

冰雕全部以高质量的人造全透明冰
块为原料，无毒、无味、无污染，并引入国
外进口制冷设备，将生态的理念贯穿于项
目始终，尽可能地让咸宁市民在家门口就
可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哈尔滨冰雕。

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作为香城泉
都旅游的创新之作，冰雪王国项目将极大
地丰富咸宁乃至华中地区的旅游市场，促
进咸宁旅游开发的提档升级，为香城泉都
旅游再添靓丽名片。

冰耀香城 雪映泉都

国内最大冰雪主题乐园落户咸宁

试种板蓝根
21日，嘉鱼县新街镇沙湖岭村1组，10

余名农民正在给新种植的板蓝根喷洒防冻
液，让小苗安全越冬。

在县农业部门的支持下，该村首次引
进试种板蓝根，今年11月份收获，明年春
天销售。目前种植面积达400 亩，预计产
量27万余公斤，产值120万元左右，可带动
10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

记 者 夏正锋
通讯员 谢燕子 摄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吴剑、叶旋
报道：“今天麻木只跑了8元，一天的生活
费都有问题。”20日下午，咸安区桂花镇柏
墩村一组，56岁的顾火仙满脸愁容。

记者在她家里看到，桌子上摆着中午
的剩菜：半盘大白菜、半碗汽水肉，这也是
一家人晚上的菜肴。“汽水肉是顾亮的，医
生说他要休息好，更要吃好。”尽管拮据，顾
火仙每天仍会尽量保证餐桌上有点鱼肉。

顾亮是顾火仙的小儿子，2008年，刚
满20岁的顾亮患上耐多药肺结核病，治了
7年，前后花了近30万元，欠下20万元外

债。而在顾亮患病之前，顾火仙的大儿子
也患了肺结核，虽然病情没有顾亮重，但平
日也干不了活，只能吃药静养。

30多年前，顾火仙的丈夫去世，她独
自拉扯三个儿子。儿子们相继成人工作，
本来以为一家人开始迎来好日子，没想到
大儿子小儿子相继患病。

今年4月，顾亮被下发了病重通知书，
虽然通过治疗得到控制，但病情仍然严重。
本来医生要求住院治疗的，但借来的钱都花
完了，顾火仙只好开些药，将顾亮带回家。

顾火仙自己有胆结石、脑梗塞，却没钱
去治；二儿子在外打工，每个月挣的2000
元，除了留点生活费，全寄回家里，但也是
杯水车薪。

“医生说只要有钱就能治好，但家里实
在是没钱给他治了。”顾火仙说，希望有好
心人能帮帮忙。

她独自抚养三个儿子长大，两个儿子却相继患病，已经负债
20万元的家庭，连生活都成问题——

谁能帮帮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