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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9日，受槽前西南急流以及中低层切变线位置偏北影响,多云有阵雨;10～11日,受高空槽东移,中低层西南急流以及切变线共同影响,小到大雨,局部暴雨。具体预报如下：9日：多云有阵雨，偏南风1～2级，23～31℃；10日 ：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偏南风1～2级，25～29℃；11日 ：大雨，局部暴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24～28℃。今天相对湿度：70～100%

温泉人社中心送审上门
本报讯 通讯员李婷婷报道：连日来，咸安区温泉

办事处人社中心到辖区内各村、社区，为享受养老保险
待遇的2179人提供上门年审服务。

据了解，该处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均为
老年人，有一些年纪大的瘫痪在床，行动不便。该中心
上门服务，针对一些老年人在异地帮子女照顾小孩的、
随子女迁移外地就居的，不便赶回的这类人员，温泉办
事处人社中心通过互通网络视频、电子照片等方式进
行年审，实现了年审工作的全覆盖。

省湖泊保护协会

调研斧头湖流域治理情况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通讯员敖琼报道：7日，省

湖泊保护协会会长刘友凡带领调研组来我市调研斧头
湖流域治理情况。副市长汪凡非参加座谈会。

据介绍，自《湖泊保护条例》实施以来，我市层层
签订湖泊保护责任书，建立了湖泊保护与管理协调
联动机制，推行“河湖库长制”，加强了湖泊形态、功
能、水质、生态保护。截止2016年，已全部拆除流域
内珍珠养殖面积1万余亩；截至今年5月底，“两湖”
咸宁水域610户养殖围网围栏已拆除完毕。

调研组认为，我市湖泊保护体制有创新、治理有力
度、管理有成效、项目谋划超前。调研组建议，要做到

“河湖库长”全覆盖、主体责任全落实、管理全流域、建
设全开工、考核全方位；将保护意识变为切实行动，积
极构建水系，恢复江河湖库功能，建立和谐的人湖关
系；积极探索湖泊转型新路径，实现绿色发展，打造生
态景观。

为充分展示我校的校园文化、师生风貌
和教育教学成果，加强学校与社会的沟通，满
足广大家长零距离接触校园的愿望，进一步
丰富学校的办学内涵、提升学校的办学品位，
我校将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开放时间
2017年6月13日（周二）7:30—17:30
二、开放对象

广大中小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
三、开放内容：
升旗仪式暨校园开放日启动仪式；开门

办教、推门听课；课间操、校园集体舞展示；学
生艺术作品展览；诗词大会等第二课堂欣赏；
英语角、主题班会观摩；校史馆及校园参观；
寄宿部学习生活体验。

四、温馨提醒
学校地址：咸宁市温泉笔架山街42号

学校官网：http/www.hbxnwz.30edu.
com

学校微信公众服务号：xnwzedu
咨询电话：0715—8256685
热诚欢迎教育同仁及关心支持学校发展

的学生家长、各界朋友光临指导（车辆请停靠
东门（新大门）指定区域）。

咸宁市温泉中学
2017年6月7日

咸宁市温泉中学“校园开放日”公告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儿童画作展
3日，市博物馆三楼，1000余幅天真稚

嫩、纯朴自然的本土儿童画作让市民眼前
一亮。本次展览由市博物馆主办，温泉蓝
萍美术工作室协办，一楼设为现场活动展
示、参与区，三楼分为米罗展区、墨趣坊展
区等八个独立版块。展览呈现我市青少
年儿童在创作观念、风格、语言等方面别
样的视觉样本，拉近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展览预计7月底结束。

记 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彭禹希 摄

小黄车，让出行更便捷更环保
——我市共享单车运行观察

记者 刘子川

本报讯 记者李娉报道：广大青年音
乐爱好者又迎来展示才艺的机会！8日，
记者从市歌舞剧团获悉，我市第二届青年
歌手大赛即日起开始报名，截止时间为7
月5日。

据悉，本届青歌赛由市纪委、市委宣传
部、市委政法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文新广
电局主办，市群艺馆、市歌舞剧团承办。旨
在通过歌唱大赛的形式，为热爱唱歌艺术

的咸宁青年提供展示风采的舞台，充分发
现、锻炼、培养人才。

凡年龄在18至50周岁的唱歌爱好者
均可报名参赛，选手必须提供姓名、性别、
出生年月、工作单位、参赛组别、参赛形式、
联系电话。

本次比赛分美声和民族组、通俗和原
生态组，演唱方法不限。演唱形式为独唱、
重唱、组合唱均可。

为了确保比赛的公平和挖掘更多新
的优秀歌手，在第一届香城好声音比赛中
获得一、二等奖的歌手不得参加本次比
赛。比赛分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进
行。按美声和民族组、通俗和原生态组分
别设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
奖3名。

另外，设比赛团体奖6名，其中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组织奖

6名。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奖金丰厚：金

奖奖金一万元，银奖奖金六千元，铜奖奖金
三千元，优秀奖奖金一千元。

另据了解，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
群众艺术馆。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市直有
关单位可将地方创作歌曲及推荐歌曲的
词、曲、原唱及伴奏音乐发送至市群艺馆，
邮箱：xnqyg@163.com。

亮出你的歌喉 展示你的才华

我市第二届青歌赛开始报名

6日上午，在通山县乌骨山羊原种保
育公司，“龙虾戏水”农庄老板邱东明对该
公司经理黄丛淼说：“在你这买的乌骨山羊
加工成煲骨汤后，客人称赞不绝，明天再订
一只乌骨山羊。”为何乌骨山羊如此受客户
喜爱？原来是黄丛淼经过九年的精心剖胎
遗植保育成功的,其养殖的乌骨山羊，在我
国是珍稀动物，于2014年成功申报为中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具有多方面保健功能。
2007年 3月，黄丛淼将自己放养的

100只山羊运到长沙农产品交易中心屠宰
场销售，第二天客户来电反映，宰杀时发现
有两只山羊的羊骨羊肉是黑的，认为有病
疫。为了消除客户顾虑，黄丛淼将这两只
山羊运回养殖场，并向省、市畜牧部门反
映，请来刘守仁院士和国家肉羊产业技术

前来鉴定，确认养殖场里类似的7只山羊
为乌骨山羊，并建立乌骨山羊原种保育有
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2008年4月在华
中农业大学相关教授的主持下成功开展胚
胎移植技术，通过九年育种和扩繁，目前存
栏数达3000只。

现在，黄丛淼创办的乌骨山羊原种保
育基地扩大了，投资1200万元，建成了通

山县乌骨山羊保种场，保种场有人工牧草
基地1500亩，钢架式标准化羊舍1100平
米，每年仅限销售乌骨山羊50只，年收入
可达50万元。

同时，黄丛淼以自己的养殖场为中心，
带动周边咸安区大幕乡、通城县肖岭村、崇
阳县路口、青山等乡镇31家贫困户养山羊
1500只，户平养羊50只，年收入达3万
元。

通羊镇大畈城村15家贫困户30位妇
女在黄丛淼的乌骨山羊养殖牧草基地打零
工，在山上割茅为养殖场备青饲料，每人每
天收入100元，年收入1万元。

乌骨山羊带致富
通讯员 王能朗 夏强

我市积极准备

国家安全生产巡查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员漆小乐报道：7日，

我市组织市直有关成员单位收看省安委会关于安全生
产巡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市委常委何开文作专题
讲话。

何开文要求，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看
齐意识，集中精力，一手抓巡查迎检，一手抓事故防
范，推动工作落实；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安而不忘
危，治而不忘乱，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头脑，
从巡查最薄弱的环节着手，着力补齐短板、杜塞漏
洞、消除隐患。

何开文强调，要牢固树立法纪意识，各地、各部门
必须增强法纪意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查到痛处，解
决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各地、各部门要迅速成
立工作专班，积极配合巡查组开展工作，加强重点事故
防范，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必须”，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
移，做到“五个明确“，严格实行清单制隐患排查，全面
落实安全生产“三同时”。

咸安地税局

积极参与创卫复审迎检
本报讯 通讯员江恒结报道：2日下午，咸安区

地方税务局组织干部职工对机关办公楼和包保路段
开展卫生清理活动。地税干部兵分两路，一路负责
机关卫生，另一路则来到北正街社区与环卫工人们
一道携手清理街头巷尾上的垃圾，共清理卫生死角
10余处。

该局局长袁慧德表示，将成立四个工作小组，轮流
对包保路段卫生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清理打扫，为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工作贡献力量。

小黄车引来好评如潮

8日，在市直部门上班的周先生，在沃
尔玛超市附近，用手机扫码解锁一辆小黄
车，随即骑往单位，到达目的地后，直接停
放在大树下就离开了。

“取车方便，骑行畅通，停车也方便。”
周先生对小黄车喜爱不已，他开心地说，以
前自己开小轿车上班，路上难免碰到堵车，
工作以来，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畅通行驶的
感觉了。

据悉，小黄车的最大特色就是随取随
停，没有固定的停车地点，只要在街头看到
了它，就可以马上取过来扫码使用，按照时
长计费，行程结束后，停在不影响公共交通
的地方就可以了。

在湖北科技学院就读的小徐，最近常
骑车到市中心花坛购物。

在他看来，小黄车的设置非常科学、很

安全。记者随他前往取车点，只见他打开
ofo小黄车APP，选择扫码用车；扫码车子
上的二维码，进入页面；获取四位数的解锁
码；在车座下面找到锁，输入密码，按下按
钮，即可开锁。

目前，在香城泉都，小黄车用户量猛
增，满城可见市民优哉游哉地骑着小黄车，
或兜风、或代步、或锻炼。

而小黄车也因“随时随地 + 轻便好骑
+ 健康环保”的特点，引来市民好评如潮。

从点到面服务市民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5000辆小黄
车在温泉城区投放使用。

ofo小黄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咸宁是
座旅游宜居城市，是ofo小黄车的重要一
站，他们将在咸宁同惠广场、城区两所高校
以及温泉商业区陆续投放10000辆，后期
将在咸宁其它区域投放，从点到面服务广

大咸宁市民。
据介绍，“ofo共享单车”是新型无桩

公共自行车，在运营范围内，用户下载
ofoApp或使用微信公众号，交付99元押
金进行注册认证，高校师生用户可以直接
认证，无需交押金。通过认证的用户输入
车牌或扫描车牌二维码，然后输入对应密
码即可使用，随取随用随还。

ofo 鼓励市民将闲置自行车共享出
来，接入ofo 平台为更多人提供服务。把
自己的自行车共享出来的市民，将获得
ofo平台所有车辆的使用权，以1换N。

共享单车需共同关爱

没有小黄车，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一直是难题；有了小黄车，交通秩序问题又
让人头疼。

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个人素质问题，
部分用户为图方便随意乱放；也有技术原

因，平台不能对乱停放进行及时监管。
此外，还有市民指出，自行车的行车与

停车空间被小汽车大量侵占，骑车出行的
连续性、舒适性大打折扣。可要是给自行
车“开路清障”，势必又会挤占目前属于汽
车的空间。这需要市民更多的理解。

长期实用性，也是市民关注的热点。
在实际生活中，市民陈先生遇到过轮胎破
损、车胎没气等情况，尽管投放时间不长，
部分单车已经出现损坏。他说：“每一辆车
都需要珍惜和呵护。”

总之，初来乍到的小黄车，渴望被咸宁
市民更多关爱,以便更好地服务市民。

今日
聚焦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

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冯斌，男，汉族，湖北阳新人，1960年6月生，在职

大学学历，1977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咸宁日报社记者部主任，咸宁电视台
总编辑，市广播电视局副总编辑、党组成员，市广播电
影电视局（台）副总编辑、党组成员。现任咸宁广播电
视台副总编辑、党组成员。拟任咸宁广播电视台总编
辑、党组副书记。

杜先龙，男，汉族，湖北嘉鱼人，1962年10月生，
在职大专学历，1978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咸宁日报社群工部主任、总编辑
助理、副总编辑、党组成员。现任咸宁日报社副总编
辑，咸宁日报传媒集团党委委员。拟任咸宁日报传媒
集团党委副书记，咸宁日报社总编辑。

张建，男，汉族，湖北武汉人，1963年9月生，大学
学历，工学学士学位，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咸宁地区纺织工业公司技术
科科长，咸宁市（地区）化纤厂副厂长、党委委员、厂长、
副书记，市纺织行业协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现任市行
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拟任市行业管理办
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公示时间：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6月15日。
公示期间，广大干部群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短信和
网络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德、能、
勤、绩、廉以及遵守组织人事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反映
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倡实名举报，以便调查
核实。

来信请寄：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
中 心 ，邮 政 编 码 ：437100；举 报 电 话 ：
0715-8112380、0715-8126110；短 信 举 报 号 码 ：
13971812380；举报网站：http://www.xnzg.gov.
cn（咸宁组工网）。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17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