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日，咸安区公路局联合交警部
门在马柏公路对超载车辆进行卸货处
理。为打击违法超限运输行为，保障公
路桥梁安全，10 月中旬以来，咸安区公
路局联合交警部门分赴各个重要交通路
段开展联合治理行动。

记者 袁灿 摄
▲

联合治超联合治超

咸安桂花镇

关停8家非煤矿山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胡剑

芳、通讯员朱宗德、张虎报道：连日来，
咸安区安监局联合桂花镇组成联合执
法队，对桂花镇境内所有非煤矿山进行
督办检查。

桂花镇现有12家非煤矿山，大多位
于省道两旁，灰尘污染严重，影响当地
旅游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正常生活。

咸安区安监局对非煤矿山重灾区
采取“日督日查”制度；桂花镇党委政
府抽调专班主动配合相关职能部门执
法，同时做好矛盾调处工作。

截至目前，已对该镇8家非煤矿山
下达了“关停整顿通知书”，对部分非煤
矿山进行了强制停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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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6日：多云有阵雨，偏北风1～2级，17～28℃；7日：中雨，偏北风2～3级，15～18℃；8日：小雨，偏北风1～2级，11～15℃。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
10月22日，走进咸安区汀泗桥镇程益桥
村8组，一处民房里传出《四渡赤水》的女
声合唱。

走近，只见10多名身着白衣、红裙的
妇女，站着整齐的队列在堂屋中间练歌。
她们就是汀泗桥镇无人不知的“红色娘子
军”。

“刚开始叫‘女子红歌队’。”团长田华

子说，自己是这个村的媳妇，以前在外跑
业务，去年9月回乡准备养老，这群姐妹认
为她见过世面，要她带大家跳跳广场舞娱
乐一下。

消息传到了热衷培植民间文化的汀
泗桥镇文化站站长余大厚那里。“汀泗桥
镇是抗日烈士吴茂林的故里，我们要传承
烈士的精神；再说现在的农民喜欢听革命
经典歌曲，你们成立一支女子红歌队吧！”
余大厚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响应。

2014 年 9 月 21 日，汀泗桥镇给予
5000元资金扶持，女子红歌队正式成立，
程益桥村8组12名妇女加入。添置服装、
设备，跳广场舞、唱红歌，拉开了活动序
幕。

去年腊月，龙潭一户人家儿子结婚，
上门来请她们去“热闹”一下。唱红歌《四
渡赤水》，表演民俗《采茶舞》、《采莲船打
腰鼓》……大家一口气准备了10多个节
目。“玩得很开心，还得了600元的红包。”

团员周红说。
此后，红歌队表演的节目越来越多，

名声越来越大，前来邀请表演的人也越来
越多。随着演出范围的扩大，余大厚又帮
她们起了个名——“红梅艺术团”。成立
一年来，除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艺术团
还承接了近40场商业演出，年人均收入万
元以上。

余大厚说，这是汀泗桥镇成长最快的
一支艺术团。这与她们的努力分不开，虽
然成员年龄都在50岁左右，但她们坚持每
个周一至周四下午排练三个小时，周五至
周日则是带孙子、操持家务的时间。

如今，在咸安乡村，村民们举办寿宴、
乔迁、生日、婚宴等红喜事，常能看到汀泗
桥镇“红色娘子军”的身影。

汀泗有支“红色娘子军”
记者 王莉敏 通讯员 李旻媛 李想

案例一：“要不是同事提醒，我就损失
惨了！”3日，市民马先生说。

10月底，马先生在淘宝网拍下了一套
汽车坐垫，第二天下午，他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称是淘宝卖家，因为系统升级，需要重
新支付。“对方把我的名字、地址、购买物品
和价格说得分毫不差，就相信了。”随后，马
先生加了对方的QQ，点进链接，准备付
款。

恰好同事站在旁边看到了，就提醒了
一句：“别是钓鱼网站吧？”马先生这才警
醒，重新登录淘宝网跟客服联系，证实了这
个骗局。

市工商局提醒：此案中，对方发来的网
址其实是钓鱼网站，马先生如果在该网站
输入账号、密码，就会被对方窃取，导致存
款被转走。消费者网购付款时应该通过正
规渠道，购物时别“脱网”，比如淘宝网的交
易安全是由支付宝、旺旺加以保障的，购物
不“脱网”可有效保障资金安全，一旦与卖
家发生争议还可以作为证据。

案例二：先涨价再降价或打折，是“双
十一”一些网店惯用的手段。

一直钟情于网购的市民方芳告诉记
者，她9月份就从网上看中了一套化妆品，

迟迟没有下单，就是想等“双十一”到来时，
能够享受到大的折扣。没想到，现在再看
这套化妆品，发现商家是提高了原价之后
再打折。

方芳有些无奈地说：“算起来，价格一
点都没有降，消费者总是没有卖家精明
的。”

市工商局提醒：谨防网络商家“先涨后
降”虚构优惠促销。在“双十一’期间，很多
商家都称自己的折扣是史上最低，全网最
低。消费者应该在消费之前多方查看该商
品的历史价格，或者多搜几家店看看差价，
避免上当。消费者还要事先问清楚活动的
详细情况，有没有什么限制，对商品进行前
期的了解，或在不同的购物平台、商铺进行
比较，然后再做决定。消费者要注意保留

“抽奖秒杀”细则、礼品清单等的相关截图，
以防商家事后私自修改活动细则，损害消
费者利益。

案例三：前不久，市民王敏在网上相中
了一款笔记本电脑，除了价格比实体店要
便宜几百块钱外，商家还承诺赠送一条内
存条、一个高档耳机。

收到货物后，王敏发现商家赠送的内
存条安装后无法使用，耳机也是坏的。王

敏与商家联系，要求保修或者退货，对方却
称电脑本身没有问题，赠品不在保修范围
内。

“内存条和耳机本身也不值多少钱，就
算了，但心情还是很受影响。”王敏说。

市工商局提醒：赠品也是商品，只要消
费者按照要求购物，商家就有义务按照与
消费者的约定提供赠送的商品，并应当保
证商品的质量。商家提供的赠品质量不合
格，是欺骗消费者，而且也是一种违约行
为。

案例四：“每到‘双十一’，快递量就会
暴增，购买贵重商品要谨慎！”小刘给记者
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

去年“双十一”，小刘在网上花费1700
多元，从网上抢购了一款品牌手机送给母
亲。然而，过了半个多月，小刘迟迟未收到
手机。经过几番查询，最终，快递公司承认
是自己的过失造成商品遗失。由于小刘未
选择保价，快递公司只愿意赔偿5倍的运
费。

“1700 元打了个水漂，还没地儿说
理。”小刘苦笑着说。

市工商局提醒：“双十一”期间，由于网
购数量骤然增多，容易出现快递积压、遗

失、损坏等事件。建议消费者网购时，特别
是购买贵重商品时，要与商家确认选择信
誉好的快递公司，并选择保价运输。

案例五：前几天，待产妈妈小叶在网上
看到一款进口的保温杯，价格相当于实体
店的一折，店家还标注着“限时秒杀”。

诱人的价格让小叶头脑一阵发热，加
上秒杀时间已经快截止了，就赶紧拍下
来。结果，收到货物后，才发现是一款山寨
的保温杯，质量跟正品无法相比。小叶再
次登录网站一看，“限时秒杀”依然在进行
中。

市工商局提醒：秒杀价比市场价还高、
设局让消费者二次消费、运费比秒杀价还
贵，这是一些商家在“秒杀”背后惯用的手
段。消费者网购时，既要防止高价欺诈，也
要防止低价陷阱，特别是不要被所谓的“超
低价”迷惑。

双十一，谨防网购陷阱
记者 王远远 通讯员 冯伟 曹玮

“全网最低价”、“限时秒杀”、“亏本回馈”……随着双“十一”临近，网络促销不断升温，各

种争夺眼球的宣传口号汹涌而至，但热闹之中，往往藏着骗局。工商部门提醒——

崇阳交通质监所

开展检测大练兵
本报讯 通讯员高彥军、周漓报道：10月27日以

来，崇阳交通质监所组织开展技术人员质量检测“百
日大练兵”活动。

该所派出三个检查组，对国省干线公路及县、乡、
村道上的桥梁进行拉网式大检查，彻底排查清理安全
隐患。重点对桥梁伸缩缝、泄水孔、支座、墩台、栏杆、
桥面等重点部位检查，并建立更新了桥梁收据库。截
至目前，已检测国省道工程250公里，县乡公路418公
里，农村公路200多公里，大中型桥梁1000余座。检
测工程优良率达99.8%。

赤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局

便民服务送上门
本报讯 通讯员王红云、饶强报道：“感谢你们，你

们的服务做得太好了！”10月28日，赤壁市官塘驿镇
白羊村的廖洪发老人，对上门进行生存认证的居保便
民服务小组人员感激不尽。

廖洪发老人今年104岁高龄。服务人员向老人宣
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新政策，为其现场办理了生
存认证手续。

据了解，每年的夏秋之际，赤壁市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局都要为该市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办理年度
生存认证。考虑到群众的多种情况，该局本着“履职尽
责、提质增效”的服务宗旨，提供了上门认证、异地认
证、网络认证等多种便民认证形式，被认证人员可以选
择适合自己的认证方式进行认证，受到群众好评。

东湖学院工作队入驻嘉鱼观音寺村

多措并举助脱贫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李茂松、杨曲波报道：开

展特色种养殖，发展生态旅游，修建通村公路……眼
下，武汉东湖学院精准扶贫工作队正在嘉鱼县官桥镇
观音寺村开展扶贫工作。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和要求，武汉东湖学院驻村工
作队进驻观音寺村，一方面围绕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地
谋划发展项目；一方面围绕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筹
划实施扩建通村公路、危房改造等民生工程。目前，驻
村工作队组织申报的沟渠灌溉、村民饮水、危房改造项
目已相继启动。

市消防支队开展“零点”夜查

整改隐患百余处
本报讯 记者刘丁维、通讯员朱燕林报道：“你会

使用灭火器吗？”面对消防监督员的询问，城区一KTV
店员拿起灭火器，一面讲解一边示范，动作娴熟标准，
得到消防员的肯定。这是2日晚，市消防支队在城区
开展突击夜查的现场。

为深入推进冬春火灾防控工作，连日来，市消防支
队成立18个检查组深入到商场、宾馆、网吧、KTV等
场所开展突击夜查。重点检查值班人员是否持证上
岗，各场所消防安全责任制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
落实、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消防设施是否完整好
用、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应急照明、疏散指
示标志是否正常使用等。

全市共检查各类场所143家，发现火灾隐患267
处，整改火灾隐患107处，临时查封5家，责令“三停”2
家。

全省社科普及教育基地

在咸召开现场会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龙志威报道：5日，全

省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建设现场会在我市召开。省社
科联党组书记曾婕，湖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彭育园、
市政协副主席吴鸣虎出席现场会。

现场会上，来自全省17个市州的社科界与会人员
参观了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咸宁）基地。省社科联
党组书记曾婕表示，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建设是社会科
学工作的重要载体，打造优秀的社科基地品牌，将有
效促进社科普及社会化、大众化、常态化，可以让老百
姓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有效举措。

湖北省社会科学普及教育（咸宁）基地自2010年
10月成立以来，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平台作用，在品
牌塑造中带动活动开展，在活动开展中推动机制创
新，有力地服务了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被评为全国
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11月3日，通山公安民警正在表演应急棍术。
为激发民警斗志、提高作战能力，该县公安局开

展为期3个月的秋季大练兵活动。
通讯员 肖斌 摄

（上接第一版）
从东莞产业转移至此的万润光电老

板，原想在官埠桥只建一个销售点，没想
到一番考察下来，投资 5000万元，毅然把
企业从它地搬至官埠桥。

消息传到其表亲那里，表亲禁不住也
来到官埠桥考察，最后竟也放弃到另一家
工业园的打算，在张公工业园投资兴建了
必晟纸业公司。今年，表亲还带着一批上
游企业的老板特地来到官埠桥洽谈投资。

长明玻璃的老板是江夏人，因早先在
官埠创业的拓欣混泥土公司老板介绍，入
驻张公工业园。当时向镇里交纳了一笔
不小的保证金，心里有些不爽。但时间证
明了他选择的正确性，如今企业生产一片
红火。

在这里成长的“草根企业”官埠纱业，
因扩大生产急需新建厂房，“橄榄枝”不断
抛来，有的工业园土地比官埠桥每亩低 3
万多元。老板却说“不能忘本”，不惜多花
费近 400万元征地，选择在官埠桥大显身
手，发展壮大。

原在市区的三鼎机电公司和湖北禾
木环保公司，因厂址被征用，后辗转他乡，
发展不见起色。张公工业园兴建的消息传
来，两家公司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官埠桥。

三鼎机电的总经理熊俊感叹：我们这
样的企业，在城市像棵“小草”，不被关注，
到了官埠桥，就成了棵“大树”。政府要人
给人，要钱筹钱。筹建时厂区垃圾堆得像
座山，镇里派人帮忙清理，还把唯一的洒
水车开来了。看似一件小事却让他心里
感动不已。

官埠桥镇把亲商重商、企业家老大的
理念落实到“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零
距离”的“保姆式”服务之中，赢得了客商
们纷纷点赞。

一项决策壮大工业，一门心思支持发
展，一剂良方通畅血脉

——恰似企业“及时雨”

近年来，官埠桥镇借市区工业崛起的
东风，下定决心，科学决策，坚定不移发展
工业，举全镇之力建设园区，人人关心企

业发展。
然而，在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下，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最难过去的门槛。如何
保证洽谈项目的成功率、在建项目的竣工
率、竣工项目的投产率，官埠镇因地制宜，
终于找到了一个跨过门槛的有效途径。

官埠桥镇紧邻市区，80%的土地面积
已列入市区发展范围。因土地征用，近郊
几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丰盈，足有数千万
元之巨。

村里有“余粮”，企业要资金，镇委一
班人眼前一亮：两者可以联合对接，实现
共赢！

于是，在镇委镇政府牵线下，经区相
关部门同意，一项“村企融资”的举措应运
而生。一经推出，企业和村里应声叫好。

2013年 7月，华兴制衣接到一个百万
美金的外单，急需周转资金。经镇里牵
线，村里“雪中送炭”150万元，企业使用5
个月，按期完成合约。

2014年 8月，万润科技上第二条生产
线时，从村里融资了200万元，让企业保证

了施工进度。
到官埠投资的泰昌机械老板张文选，

也是“村企融资”的受益者。2013年以来，
他年年申请融资，年年按期归还。没了后
顾之忧，生产上如鱼得水，建厂两年即成
长为规模企业。

“村企融资”每年都有10多笔，由于镇
党委政府为其带上了“紧箍咒”，即“四议
两公开”（村党支部、村委会、党员大会、村
民代表大会决议，表决结果、财务公开），
利息固定，一视同仁等，自 2013年启动以
来，共为企业融资 4500多万元，没有发生
一起资金纠纷。

“银行贷款不容易，社会融资利息
高。村企联合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曾
受益过村企融资模式的三鼎机电公司总
经理熊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

给企业插上翅膀，它就会飞翔；给企
业一剂良方，它就会血脉通畅。

看来，官埠桥镇吸引客商的，不仅只
有区位优势、良好环境，更有官埠人的过
人胆识和非凡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