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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门
地点，不得与其他物资混合储存。

2.危险化学品应该分类、分堆
储存，堆垛不得过高、过密，堆垛之
间以及堆垛与墙壁之间应该留出
一定的间距、通道及通风口。

3.互相接触容易引起燃烧、爆
炸的物品及灭火方法不同的物品，
应该隔离储存。

4.遇水容易发生燃烧、爆炸的
危险化学品，不得存放在潮湿或容
易积水的地点。受阳光照射容易
发生燃烧、爆炸的危险化学品，不
得存放在露天或者高温的地方，必
要时还应该采取降温和隔热措施。

5.容器、包装要完整无损，如发
现破损、渗漏，必须立即进行安全

处理。
6.性质不稳定、容易分解和变

质，以及混有杂质而容易引起燃
烧、爆炸的危险化学品，应该按规
定进行检查、测温、化验，防止自燃
及爆炸。

7.不准在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库
房内或露天堆垛附近进行实验、分
装、打包、焊接和其他可能引起火
灾的操作。

8.库房内不得住人。工作结束
时，应该进行防火检查，切断电源。

工伤预防知识：危险化学品
储存的安全要求是什么？

咸宁天气：11月4～6日，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4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9～21℃;5日：晴天到多云，偏北风1～2级，11～23℃;6日：晴天到多云，偏北风1～2级，14～24℃。今天相对湿度：50～93%

走进咸宁职院创新创业基地

从2015年开始，谷歌、HTC等一
些列品牌公司都将目光集聚在一个叫
做VR的名词上，意思是虚拟现实技术
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
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
模拟环境，是一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
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
仿真，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

VR+实景旅游项目，是咸宁市泉

桂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一个全新
的项目，公司旨在将咸宁著名的景点
拍摄成特别的VR实景模拟宣传片，
在景色上结合VR特有模式，将体感
以及声音高度还原，通过VR虚拟现
实技术，做到线上线下高程度对接，即
现实景区的景色通过VR虚拟现实技
术高度还原，使其在工作室带上设备
就能观赏。以体验为目的，促成在线
下实地旅游为实际意义。VR+实景
旅游是现代旅游宣传新的趋势，在不
久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实地运用。

在VR的旅游产业结合上面，咸
宁市泉桂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VR
的虚拟现实技术与旅游相结合，既能
满足游客们的好奇心，也能为游客的
买家秀做好心理铺垫。不只是VR

技术的运用，更是打破旅游市场传统
宣传的模式。VR+实景旅游的运用
可以增加派单率，使顾客花一份钱拥
有多次体验的真实效果。

咸宁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在咸宁
有非常多的旅游景点，比如三国古战场
赤壁、佛教圣地九宫山等名胜古迹。咸
宁旅游现在属于高潮阶段，但是在线上
旅游一块还是有明显的不足。咸宁市
泉桂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可以通过
实地取材将其虚拟现实实景化，将
VR+实景旅游结合的点子变成现实。

该公司主打的VR+实景旅游、

线上线下旅游、周边游等相关业务，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做到线
上选择线下服务的模式，做到VR虚
拟现实体验线下高端服务的模式，做
好一条龙旅游服务让顾客满意的优
质服务需求。

该公司的VR+实景旅游服务通
过VR的虚拟现实技术，逼真还原各
个景点的特点特色，在VR+实景旅
游的线路中会通过虚拟现实的手段
逼真还原场景，让游客在工作室带上
设备就能体验实景的效果。

（胡勇、黄鑫诚）

发展咸宁VR+实景旅游
——记咸宁市泉桂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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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陈国宁、阮剑波报
道：10月31日，通山县南林桥镇罗城村
贫困户陈四望站在自家新房下好的地基
上，清点工地上堆放的水泥、沙、砖等建
筑材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陈四望是今年的因灾倒房贫困户。

在罗城村15组通组公路升级改造封闭运
行前夕，镇政府就组织施工单位将建房
所需的材料尽数运输到位，保证了因灾
倒房恢复重建的建设工期。

这是南林桥镇因户施策、逐户销号
推进因灾倒房恢复重建工作的一个缩

影。截止10月底，该镇6户因灾倒房恢
复重建已全部动工，已建成入住1户，正
在室内装修1户，准备封顶3户，完成基
础工程1户。

为压实责任，该镇对每一户因灾倒
房户恢复重建实行责任包保。同时，建

立工作微信群，每天督促包保责任人报
告恢复重建工程进展情况，全过程监督、
倒逼责任。

10月31日，省督查组来南林桥镇检
查，对该镇因灾倒房恢复重建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并要求该镇在冰雪天气来
临前，抓紧施工，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
完成因灾倒房恢复重建工作任务。

据南林桥镇党委书记焦汉雄介绍，
目前，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11月底所
有因灾倒房户可全部迁入新居。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敖琼、秦
修报道：1日上午，嘉鱼县陆溪镇珍湖泵
站正常运行。“防汛抢险期间电机突然损
毁，无法排水，可把我们急死了。我们连
夜更换泵站电机，快速排出农田积水。”陆
溪镇水利站站长袁厚勇说。

珍湖泵站位于虎山村、铜山村、界石
村三村交界处，涵盖三村，保护水域面积
9200亩，珍湖泵站的迅速修复，有效保障
了当地农民利益。

据了解，今年入汛以来，我市遭受多

轮强降雨袭击，暴露出防洪排涝工程体系
不健全、抵御洪涝灾害能力不足的短板问
题。大汛中，我市共有3962处水利工程
损毁。市水利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开展灾
后重建工作，对水毁工程进行修复，增强
水利工程防洪抗灾能力。

据悉，早在7月份汛期尚未结束时，
全市水利部门就开始组织各县市区进行
实地调查，制定水毁工程灾后重建方案，
每处水毁工程修复都落实了具体措施。
并坚持每周一督促、每月一统计，对各地

灾后水利工程修复重建工作进行指导督
办。

同时，争取上级专项灾后重建资金，
并采取调拨财政资金、整合涉农资金、鼓
励民间投资等办法推进水毁工程修复。
积极谋划推进灾后重建重点项目，将整治
簰洲段、嘉鱼段河道工程纳入《加快长江
中下游崩岸重点治理实施方案》，争取斧
头湖、西凉湖、黄盖湖的堤防加固纳入国
家计划，审查通城云溪、崇阳香山两座中
型水库除险加固情况，118座新出险和新

注册小型水库已纳入专项规划。
此外，我市还增效扩容排涝泵站、退

垸（田、渔）还湖，推进实施大洲湖、耿家
湖、玉皇塌等3处退垸（渔、田）还湖建设，
大力争取大洲湖退田还湖试点工程，着力
推进嘉鱼县玉皇塌、耿家湖退渔还湖工程
建设，切实增强簰洲湾调蓄能力。

据介绍，全市水毁工程中，已在汛期
抢复1575处，汛后修复1256处，剩余工
程正在加紧施工，确保当年水毁当年修
复。

我市大力推进灾后水利工程重建
2831处水毁工程已修复

因户施策 倒逼责任 倒排工期

南林桥镇因灾倒房户月底均可迁新居

泓硕电子
初具规模

1 日，泓硕电子科技（咸宁）有限公司
初具规模。该项目占地面积114.5亩，总投
资1.5亿元，主要生产汽车电子电机及音响
器材。项目预计年底投产，预计年产值 4
亿元，实现税收1000万元。

记者 袁灿 摄

日前，在赤壁市畜牧局驻村扶贫工作
队的帮助下，赤壁丛林生态养鸡合作社与
赤马港办事处杨泗庙村5户13名贫困人
口签订帮扶养殖协议书，合作社将为贫困
户免费提供鸡苗、防疫和养殖技术，并现场
为每人捐赠了300斤鸡饲料。

在这13名贫困人口中，杨泗庙村一组
五保户陈长清，受到大家的关注关心。

“有了这批鸡饲料，我新孵化的小鸡就
可以茁壮成长，脱贫致富有奔头了。”陈长
清接过鸡饲料后，高兴得合不拢嘴。

陈长清今年59岁，在他10岁左右的
时候，因为一次雷管爆
炸意外，导致手部残
疾，至今一个人生活，
膝下又无儿女照顾，靠

着低保过日子，生活十分困难。
去年底，赤壁市畜牧局驻村扶贫工作

队了解情况后，将陈长清纳入重点帮扶对
象，一次性投入2000元，为陈长清买来了
100多只鸡苗。

如今，陈长清在离自家不到100米的
小山坡上搞起了养殖，因为有了事做，整个
人也变得乐观开朗，与村民们的来往也多
了，时不时交流养鸡经验，生活十分充实。

陈长清笑呵呵地说，每次遇到养殖方
面的难题，一个电话，技术人员马上就来
了，随时提供服务。中秋节陈长清以30、
40元一斤的价格卖出了第一批土鸡，几天
时间就卖出了10多只，收入1000多元。

陈长清的成功，吸引更多的贫困户加
入了养鸡行列。

10月27日，嘉鱼县潘家湾镇计生干
部走进该镇计生特困家庭范玉荣家，对其
进行慰问。

70平米的房间里，两室一厅，地面干
干净净、家具上没有尘埃，床单平整。

“以前，我和老伴最怕过节，别人子女
都回家了，可我家却冷清，好在现在有党委
政府的关怀，温暖多了。”范玉荣说道。

近两年来，计生干部经常来到她家，陪
她说话，陪她跳广场舞，陪她做家务，范玉
荣内心慢慢打开，前段日子还收到了1万
元的特扶款。

近年来，嘉鱼县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
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在生活上给予关
怀帮助，在精神上给予安慰疏导，引导他们
融入社区、参与社会活动，以温情和关爱温

暖他们的内心。
从2016年1月1日起，该县将女方年

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夫妻的特
别扶助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其
中女方年满49周岁的独生子女死亡的计
生特困家庭，每户发放1万元一次性抚慰
金。

落实养老保险补贴，按照每年每人不低于
100元的标准补贴，实施养老特别扶助。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经
审核批准后，由县级财政给予全额资助。公
立医疗卫生机构开通“绿色通道”，享受实行
优先诊疗服务。

今年，嘉鱼县已经
为计生特困家庭，发放
一次性抚慰金59万元。

五保户的新生活
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廖大胜

特别的爱给特殊的家
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周文广 徐向阳

咸安区地税局

走好税收改革长征路
本报讯 通讯员余鹏飞报道：80年过去了，长征

精神依然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中国人心中，但如何走好
税收改革的长征路仍是税务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今，税收改革发展处于攻坚期，咸安区地税局迎
难而上，深入贯彻《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
案》，国地联合形成合力，全员上下传承长征精神，激扬
信仰力量，闯关夺隘克难题，只争朝夕促收入，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冲锋向前。一步一个脚印，踏
踏实实走好税收改革每一步，为进一步实现税收现代
化而奋斗。

张方胜调研旅游工作时强调

以全会精神引领旅游产业大发展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王白石、孔祥轶报道：

2日下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方胜就“大旅游”产业
发展工作开展调研。

张方胜首先来到市旅游集散中心调研，对正在抓
紧建设的智慧旅游体验中心提出具体意见。随后来到
市旅游委，听取工作汇报，与旅游委干部职工座谈。

张方胜要求，要描绘好咸宁旅游发展蓝图。坚持
按照市委提出的“大健康、大文化、大旅游”战略部署，
强化政策定力，搞好顶层设计，谋划旅游产业大发展。
立足旅游全域化视野，科学合理编制旅游规划，使旅游
规划与城市建设发展规划高度契合。要更加注重整体
和关键环节，积极探索咸宁涉旅关联行业服务标准的
科学制订和贯彻实施，进一步巩固好首批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城市成果，着力提升旅游行业服务品质。要
务实抓好一批项目景点建设。发挥资源优势，实施精
准发力、融合发展，重点依托核心项目建设带动，着力
打造咸宁旅游核心景区，提升对外吸引力。

张方胜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全
会精神引领推动旅游产业大发展。要坚决贯彻执行好
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坚定不移地把全面
从严治党贯彻落实到各个方面。要把学习宣传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主题党日+”等
相结合，从严落实“两个责任”要求，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各项责任的具体落实，为打造中国中部绿心和国际生态
城市作出应有贡献。

浮山办事处

做优四大平台促经济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吴柳竹报道：日前，记

者从咸安区浮山办事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获悉，该办
事处将做优四大平台，促进经济发展。

做优产业平台，重点引进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
的新型工业项目，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探索农业旅游
新模式；做优创新平台，主动顺应“中国制造2025”、

“互联网+”等转型升级新要求，加快推进龙潭创业小
镇、浮山创业大厦等的建设；做优金融平台，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努力提升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
大力打造一批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做优政策平台，强化
服务意识，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做优四大平台引导
产业转型升级，引领浮山经济持续发展。”浮山办事处
党委书记宋任东说。

市政协

专题督办重点提案
本报讯 记者张敏报道：2日，市政协督办组来到

同济赤壁麻纺医院，对市政协四届五次会议第051号重
点提案《关于推进医疗与养老融合的提案》的办理情况
进行专题督办、协商。市政协秘书长游强进参加督办。

在协商座谈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市卫计委、会办单
位市民政局、人社局等单位负责人汇报了重点提案办
理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措施。提案人对提案办理工作表
示满意。

会议认为，咸宁市是国家民政部和国家卫计委确
定的50个医养结合试点城市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有关部门在医养结合工作中作了大量探索，出台
了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

会议强调，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提案提出的意
见建议，向麻纺医院等典型看齐，学习借鉴经验。要协
调各部门形成合力，科学整合资源，将政策落实到位，让
我市全国试点工作，试出成绩、试出经验、试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