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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乡短波
★21日，咸安区人大、政府、政协联

合召开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
交办会，将2016年“两会”期间人大代
表提交的73件建议，政协委员提交的
91件提案，分别交由78个单位和部门
共同办理。 （邹建新）

★为迎接咸安区第八届桂花艺术
节，19日，大幕乡艺术节表演节目汇演
在乡政府礼堂举行，吸引近400名师生
及学生家长观看。 （陈丹 熊宁）

★近日，汀泗桥镇政府组织交警、
公安、路政、林业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
治理，严查在辖内107国道道路两侧违
规经营和卸货行为，着力打造优美、整
洁、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张晏山）

★14日下午，贺胜桥镇开讲的第三
期法制课堂，围绕该镇拆迁过程中的

“情、勤、控、均、活、廉”六字工作法进行
了系统学习，以推动征地拆迁工作有序
进行。 （余静陈红功）

★近日，咸安区委党校围绕“缅怀
先烈·重温党史”活动主题，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赴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烈士
陵园瞻仰烈士墓群，追忆英雄事迹，缅
怀革命先烈。 （胡明霞 李伟）

★14日，咸安区供电公司15个基
层党支部围绕“唱红歌、学红领、走红
路、献红心”主题，创新开展“红色”主题
教育活动。 （张涵 葛薇）

★19日，咸安区统计局联合咸安区
委党校，在春季干部培训班举办题为
《信心满怀，征程再启，以“五大理念”推
进小康进程》的专题讲座，扎实推动“统
计知识进党校”。 （胡柳 李想）

快乐工间操
20 日清晨，咸安区中百仓储员工利

用上班前的空余时间，在超市购物通道
集中做工间操。

今年来，咸安区总工会通过在全区
推广工间操，引导广大企业员工“快乐工
作、健康生活”，以减少腰、肩、颈劳损等
职业病。截至目前，已吸引全区约2万余
名员工每天坚持参与日常健身活动。

通讯员 吴涛 饶辉煌 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旻媛、通讯员王
冰报道：“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
忙……”15日，在华琪生物科技集团展
厅，咸安区地税局100名干部职工与该集

团50名员工代表的大合唱，拉开了以“爱
国敬业”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

“请全体起立，面向讲台前方的‘德’
字行鞠躬礼，表达心中的敬意！”在主持人
的引导下，大家现场感受着德的力量，并
纷纷对“德”鞠躬。

“他们为尊严承诺，为良心奔波，雪落
无声，但情义打在地上铿锵有力。”在学模
范环节，屏幕上播放的信义兄弟短片让现
场不少人热泪盈眶。

“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是否忠诚？对自
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是否敢于承担责任？”
随着自我反省环节的推进，参加活动的干部
职工纷纷低头沉思。“这次道德讲堂不同于
以往简单听报告，让我们心灵受到洗礼，灵
魂得到净化。”区地税局干部彭圣祥说。

这是咸安税企携手开办道德讲堂，激
发正能量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咸安区地税局坚持把举办
“道德讲堂”作为推动文明创建的一项重

要载体，将参与活动纳入综合目标考核内
容，引导干部职工静心修身，崇德向善，不
断激励全系统干部职工养成敬业奉献、诚
实守信的良好道德氛围。

“我们的目标是，以‘道德讲堂’活动
为平台，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身道
德实践的同时，争当道德建设的传播者、
践行者、受益者。”区地税局局长袁慧德表
示，将以道德讲堂的常态化活动，不断升
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对照标杆 反省自我

咸安税企道德讲堂激发正能量
区法院

提升队伍审判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徐德强报道：19日，笔者从咸安区法

院获悉，日前，该院刑事庭被省高院评为刑事审判先进集体。
近年来，该院坚持围绕“抓队伍促审判保发展”的工作

目标，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既注重通过开展
“三严三实”、“党员活动日+”、“两学一做”等主题教育活
动，提高全体干警的忠诚、为民意识；又注重运用办理

“1.10”专案、曲松枝受贿案等一批大案要案的契机，着力提
升全体干警司法能力和工作作风。同时，以开展司法廉洁
集中教育活动为切入点，建立司法巡查、监督常态化，确保
司法廉洁，有力促进了队伍建设。

目前，该院办案数稳居全市基层法院首位。

区妇联

帮“外来妇女”圆梦
本报讯 通讯员王红波、余辉报道：“多亏了你们帮

助，才使我这个外乡人的孩子也能如愿上学。”12日，在咸
安区妇联，来自黄梅县陈女士感激地说。

原来，陈女士去年4月与家住咸安区官埠镇的阿哲离
婚时，孩子的抚养权由法院判给陈女士。然而，阿哲及其
父母百般刁难，不愿意将孩子的户口迁至陈女士名下，并
提出不合理要求。导致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仍因户口问题
无法取得学籍，无奈之下，陈女士便找到咸安区妇联求助。

区妇联了解情况后，积极联系官埠镇妇联、社区、司法
所等单位协调解决。最终，陈女士如愿将孩子户口转迁至
自己户口名下，并顺利办理了上学手续。

区总工会

培植基层工会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周常林、万芳报道：“工会组织的技能

比赛和文体活动，不仅充实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大大提升
了我们的幸福指数。”18日，咸安经济开发区汇美达企业员
工孟怀望参加完文体活动后感慨地说。

近年来，咸安区总工会坚持以活动激发企业活力。不
仅适时召开听证会，让基层工会代表和劳模列席参与到工
会活动方案设计、企业评价监督、厂务管理等工作中来，还
采取包保的办法，按工会领导成员每人联系5个企业、5名
一线职工或农民工、每年下基层调研走访不少于90天的工
作要求，坚持深入企业听取职工呼声，帮助企业职工维权，
推动文体活动落实。

“把有限的钱用到刀刃上，加大基层工会办公、文化等
场所的投入，加大困难职工帮扶力度等，才能让职工感受
大家庭的温暖。”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罗继红说。

本报讯 通讯员张春华报道：连日
来，咸安区水利局本着早谋划、早部署、早
落实的要求，多措并举扎实做好防汛工作。

3月份以来，该局针对今年可能出现
的恶劣天气，多次组织力量对乡镇重点水
库、大塘，以及重点河道险工险段、重点水
闸等设施设备进行详细检查，并结合实际

制定整改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为提高防汛队伍工作能力，该局在组

织各乡（镇、办、场）水利技术员、小型水库
专管员和堤防专管员，开展水利工程管护
人员防汛和山洪灾害防御知识培训的同
时，严格落实全天侯值班制度，督促班子
成员深入防汛抗旱一线履行岗位职责。

区质监分局

强化游乐设施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闵捷报道：近日，市质监局咸安区分

局依据省质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
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温泉城区及咸安区范围内的大型游
乐设施展开为期三天的安全专项监督检查，以确保五一期
间市民游玩安全。

检查中，该局按照特种设备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先后
对十六潭公园、香吾山公园、太乙温泉度假村等大型游乐
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对没有进行设备检验和使用登记
的，责令不得投入使用；对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游乐设
施，及时组织去功能化处理，以消除事故隐患。同时，加强
对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和人员持证上岗的监督检查，对存在
问题的运营使用单位，督促其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维护。

截至目前，该局共检查游乐设施20台（套），其中，责令
停运3台，强制报废4台。

区畜牧兽医局

保障畜禽产品安全
本报讯 香城都市报记者葛建伟、通讯员孔天津、刘

燕青、王丹华报道：畜禽养殖档案完善、防疫消毒流程合
理、疫病诊治及时到位……17日，记者在咸安区温氏畜禽
养殖基地看到的这一幕，是该区畜牧兽医局强化源头监
管、落实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局坚持从源头、环节抓起，以养殖档案为抓
手，严格把控畜禽养殖防疫消毒、疫情诊治、兽药饲料购进
和使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畜禽调入调进信息等，从源
头上确保疫病防控制度化，病死动物处理合法化，养殖管
理程序化，病死动物处理无害化。

目前，该局编印的《畜禽养殖档案》已全部下发到乡镇
规模养殖场（户），制作的“养殖安全公示牌”已在全区400
多户规模养殖场上墙公示，一个依实记录、凭养殖档案报
检的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正在形成。

区水产局

首艘渔政执法艇启航
本报讯 通讯员莫忆报道：22日，咸安区首艘渔政执法

快艇举行首航仪式，从而结束了该局没有执法艇的历史。
这艘执法艇，长12.5米，宽6.8米，可同时乘载12名执

法人员，航速每小时最快可达30海里。
为进一步保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近年来，

该局在积极向上争取渔政装备专项资金17万元，落实配套
资金8万元，购买执法船只等执法工具的同时，不断加大渔
政执法力度，努力通过开展渔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加强
对淦河及斧头湖流域非法捕捞行为的严厉打击，全力保护
水生生物资源，为正常的渔业生产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张文圣、吴溢华、邓
青报道：“各村请注意，预计未来一周将有
强降雨，请各村注意做好水库防洪泄洪工
作。”19日早上7点，咸安区双溪桥镇“村
村响”广播喇叭，准时在全镇17个村委会
及重要路口响起。

作为咸安首个开通“村村响”智能广
播的乡镇，自2014年以来，双溪桥镇本着
让群众可听、可学、能指导的建设要求，先

后投入70余万元，安装高音喇叭298只、
音柱66个，建成了镇、村、组3级联播联
控“村村响”工程，覆盖农户达到86%。

据悉，该镇“村村响”智能广播网不仅
具备区乡村三级自动控制功能，而且还可
通过上一级平台控制所辖区域内的接收
终端，实现镇、村信息的自主插播。

目前，该镇“村村响”广播每天早晨、晚
上定时广播两次，内容涵盖时事新闻、农业

技术、农业气象、灾害预警、文艺娱乐等，
被群众誉为是政策的良师、生活的益友。

“有了广播，不仅有了一个‘说话人’，
而且还可了解到不少政策知识。”梅岐村
83岁老人夏顺意因患白内障，眼睛看不
见，平时只能靠睡觉打发时间，现在却成
了“村村响”的忠实听众。

双溪桥镇“村村响”工程的实践，仅是
咸安区推动“村村响”全覆盖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咸安区按照全省“村村响、
户户通”工作的统一部署，全面启动“村村
响”工程建设。目前，该区区、乡（镇）、村
三级平台建设工作已完成前期招投标，区
级机房平台建设及装修已经完毕，正进入
机房设备调试阶段。

该区广电分局局长李文华说，5月底
前，该区“村村响”工程将实现13个乡
（镇、办、场）、138个村的全覆盖。

既当政策良师 又做生活益友

咸安“村村响”广播普惠群众

本报讯 通讯员黄猛、钱小林报道：
“家里新房封顶，本想侥幸放鞭庆祝，不
料还是被制止了。”12日，在马桥镇集镇
街上，居民程某因私自燃放鞭炮，不仅被
镇派出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现场未来
得及燃放的4箱鞭炮，也被镇“禁鞭”办
公室没收。

这是马桥镇严管镇区燃鞭行为的
一个镜头。

自城区“禁鞭”工作启动以来，马桥镇
政府在及时成立“禁鞭”工作专班的同时，
按照一手抓宣传、一手抓打击的“两手抓”
工作部署，扎实推动“禁鞭”工作。一方面
在重要路段及居民集中处悬挂有关宣传

条幅及标语，并利用民间腰鼓队及宣传车
进行“禁鞭”工作宣传，一方面由镇“禁鞭”
专班联合公安部门开展巡查，对不听劝
诫，执意燃放烟花爆竹的人员，及时制止，
严厉打击。

截止目前，马桥镇已先后发放宣传
单10000万余份、悬挂宣传条幅及标语

15 条，累计查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4
起，有效控制了镇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
竹行为。

城区限鞭进行时

一手抓宣传 一手抓打击

马桥镇严管镇区燃鞭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吴剑、叶旋报道:“水
库水位在正常值范围，闸门没有出现漏水
现象。”20日，咸安区桂花镇镇长李子牛一
边深入水库巡查，一边认真做着记录。

桂花镇境内水利设施多，为确保安全
度汛，该镇未雨绸缪，在对境内的坳下、盘
源等9座水库以及洞口、鸣水泉共9座水

力发电站，逐一制定防汛应急预案，以及
对每一个堤段、每一个水库、每一个闸站、
每一个防守区域，逐一落实责任人，加强
防范的的同时，对全镇13个村的危房进
行全面统计，确保出现险情可立即转移。
并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等，确保不溃一
堤、不倒一坝、不损一闸。

桂花镇未雨绸缪除隐患

区水利局秣马厉兵抓防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