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王远远

电话：0715－81287702版
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综合新闻

7月24日，骄阳似火，闷热的空气像
蒸笼一样把香城包裹。在咸安区马桥镇麻
塘附近的220千伏咸塘二回10#处，一群
电力“特种兵”正顶着烈日，抢修线路。

“昨天进行红外测温时，发现这里的跳
线压接板连接处温度高达160度，比常温
30多度高出近5倍。”咸宁供电公司输电
运检副主管黄江林介绍，此线路是温泉咸
安供电的两处电源点之一，如果不及时处
理，会造成大面积停电。为了保证居民的
安全稳定用电，该公司决定带电作业。

当天下午4点40分，地面温度高达43
度。作为咸宁供电公司输电带电作业班中

的一员，28岁的管涛在同事的帮助下穿上
屏蔽服和屏蔽鞋、戴上屏蔽手套，顺着绝缘
梯慢慢爬上位于20米高空的塔架，开始等
电位带电作业。

管涛的任务是要加一根新的引流线，
对原有导线进行分流，以达到降温的目
的。这项工作需要他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容不得一点差错。在“高温、高压、高空”的

“三高”作业环境中，管涛精神高度集中，豆
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下面的工作
人员不时地向他喊话，以保证管涛保持工
作状态。

下午6点15分，管涛带电作业完毕。
脱掉屏蔽服时，记者看到他里面的工作服
已全部湿透，紧紧黏在身上，只要轻轻一
拧，地面就会有一滩水渍。

“屏蔽服内含密集金属丝，透气性很
差，就跟穿了个大棉袄一样。”黄江林对管
涛的辛苦感同身受。他说，屏蔽服内的温
度一般都会达到51℃至53℃。

这样的高温常人难以忍受，但对管涛
这样的带电作业人员来说早习以为常。在
他们看来，为了让大家能享受到光明和清
凉，他们心甘情愿挥洒汗水。

据了解，连日高温导致用电量剧增。
本周以来，我市电网日用电量、用电负荷一
直在持续刷新历史记录。该公司带电作业
班时刻待命，马不停蹄地奔波在高温下，最
大限度保障电力供应不中断。

战高温保供电
记者 赵晓丽 通讯员 谌胜蓝

咸宁天气：未来三天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28日：晴天到多云，偏北风1～2级，28～39℃；29日：晴天到多云，偏北风1～2级，28～38℃;30日：晴天到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1～2级，27～37℃。

20日，在通山县通羊镇高坑村6组返乡创业青年陈胜
利投资建设的种养殖基地，施工人员正在堆砌护栏。该基
地占地50亩，总投资200万元，计划养殖孔雀和鸵鸟，发展
林下经济等，建成后可带动周边30户村民就业。

记者 程慧 通讯员 谢武兵 摄

20 日，在嘉鱼县高铁岭镇临江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10 多位 75 岁以上的老人娱乐一天后乘坐专车回家。
该中心去年12月投入使用，总投资106万元，内设医务室、
棋牌室、阅览室、休息室等功能室。

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熊铁山 罗伟 摄

26日，电力抢修人员在地下电缆沟内处理故障。当日
凌晨4点40分，因高用电负荷，我市10千伏浮官线发生故
障，咸宁供电公司连夜转移居民用电负荷后，开始查找并
处理故障，抢修人员在充满恶臭并闷热难当的沟内连续工
作12小时，排除故障。 通讯员 谌胜蓝 摄

市城管四大队

规范潜山商业街夜市经营
本报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周阳、通讯员胡辉、

钟会艳报道：24日傍晚，记者在潜山商业街夜市大排
档看到，经营户的烧烤、炒菜设备换上了崭新的无烟净
化烧烤炉、炒菜炉，以往油烟缭绕的情景不再出现。

这些变化与市城管执法局综合执法四大队和潜山
商业街物业管理中心的努力分不开。他们给经营户做
工作，拆除了违规搭建的各种临时棚亭，清理了废弃垃
圾杂物，更换了原来的破旧木桌椅，对经营户进行统一
规范管理。随后，共同推动经营户统一采购无烟净化
烧烤炉、炒菜炉，彻底消除油烟污染。

市城管四大队负责人表示，夜市扰民一直是城市
管理中的顽疾，市民投诉也较为频繁。该大队多措并
举对夜市进行巡查管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潜山商
业街夜市的整改实践反响良好，该大队正在积极推动
此举在辖区推广，最大限度地减少夜市对大气和生活
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

市政府督办黄标车淘汰工作

年底将淘汰3087辆黄标车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27日，市政府召开黄标

车淘汰工作专题会议，下发了《咸宁市黄标车淘汰工作
实施方案》。市领导胡甲文、吴刚出席会议。

截至目前，我市黄标车保有量为3087辆。今年，
根据国家和省里下发的黄标车淘汰任务，我市淘汰黄
标车的任务为3087辆。按照计划，今年年底，我市将
淘汰所有的黄标车。

胡甲文要求，要充分认识黄标车的危害性，治理的
紧迫性，正视黄标车淘汰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黄标车淘
汰整治，避免无人抓无人管的乱象出现；要源头治理，
全方位落实黄标车淘汰工作，严格报废车辆的管理，多
部门协调、分解任务，将黄标车淘汰工作落到实处；要
主动担责，积极作为，通过采取财政补贴、宣传教育、严
格管理等措施，完成黄标车淘汰任务。

市领导调研城区新建学校选址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本报讯 记者吴钰报道:27日，为实现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促进城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副
市长刘复兴调研城区新建学校选址及建设情况。

刘复兴一行先后来到银桂路宜园小区、金桂路香
港普纳家具有限公司、清华城、咸宁大道原卫校校址等
地，现场查看地块状况，与各单位负责人交流选址条
件，并实地考察香城学校（岔路口学校）和碧桂园温泉
学校建设情况。

刘复兴强调，各单位要认清我市教育资源不足的
现状，分析原因，理清办学的体制机制；要客观分析当
前面临的形势，确保2018年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消
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消除56人以上大班
额；市直各单位和咸安区、高新区要迅速行动，科学制
定教育资源布局规划，多方筹措资金，整合人力资源，
形成合力，新建义务教育学校，妥善化解大班额，保障
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的权利。

花卉基地
管护忙

21日，在嘉鱼县陆溪镇虎山村富源农
林苗木花卉基地，管理员正在给花卉浇水、
剪枝。

该花卉基地于今年年初建成，设有 4
个温室连栋大棚，种有万年青、平安树、绿
萝等 30 余种苗木花卉，产品主要销往嘉
鱼、赤壁、武汉等周边地区。

记 者 夏正锋
通讯员 熊琦 王彬 摄

信用建设稳定推进

自去年4月获批准创建全国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我市按照统筹兼顾、
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思路，稳
定推进信用体系建设。

汇集系统建设基本落地。按省信用
办统一部署，我市只建汇集系统，目前市大
数据中心已完成汇集系统落地工作，并实现
与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数据对接共享。

全面开展双公示数据填报系统和信用
信息目录编制系统工作。目前，已完成全市
各部门账号分配，共录入权力事项19566
条，上传双公示数据31516条；编制行业信
用目录21454条，公共信用目录321条。

引入第三方征信机构协同监管。市
金融办牵头联系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
公司评级机构，推动我市小贷公司积极参
加信用评级。我市已有3家小贷公司成功
评级为BBB级以上。

初步建立联合奖惩制度。已出台《关
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的通知》，以法院公布的失信
执行人名单为对象，共计34个单位对其实
施联合惩戒，政府机构失信问题专项治理
已全部完成。

稳步推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增量公
示和存量转换工作的同时，我市进一步完
善丰富“信用咸宁”网站。在省站的基础
上，“信用咸宁”增加了“失信执行人名
单”、“部门服务直通车”、“中介服务机构”
等栏目，已成为我市信用建设工作的信息
共享、建设成果发布及宣传报道平台，点
击量已达12万余次。

困难差距亟需解决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尽管目前
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创建工作仍存在一定
困难和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省信用平台管理系统完善与考
核要求有时间差。按省信用办的统一部
署安排，我市只建汇集系统，不建信用信
息的共享平台。基于政务外网的省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要到今年年底才能正式建
成，而中期评估考核要求建设并应用信用
信息共享查询平台，为各部门查询企业和
个人信用状况。这与落实各项信用联合
奖惩措施服务的工作要求存在时间差。

二是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
司法公信4个领域建设进度滞后。据市信
用办召集的评选指标任务分工会反映来
看，我市4个领域工作基本没有开展，既无

实施信用相关制度，也无案例。原因是我
市属创建市，省级层面尚未出台制度文
件，对应部门制定文件没有依据。根据考
核标准要求，我市共需10个左右部门出台
相关文件，工作难度相当大。

三是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的应用难
度大。在《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平台信息
披露应有规范》未出台之前，信用信息的
查询功能、培育和规范信用服务市场方
面，不好掌握标准，无法开展工作。此外
我市大数据中心建设的进度滞后，且各单
位对数据的公开共享认识还不到位，数据
的收集有难度，影响开展公共服务领域及
金融领域的信息查询及后一步的应用。

夯实优化双向努力

为确保全面通过国家的中期评估和
2018年的验收，下一步我市将从夯实规定
动作、优化自选动作两个方面双向努力。

夯实规定动作包括信息汇集系统组
织验收、实现双公示系统数据报送的常态
化、进一步完善信用咸宁网站建设、推动
信用联合奖惩机制的落实、推动政务诚
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4个领
域建设等。

优化自选动作包括四个方面——

深入推进试点创新工作。推动“诚信
从娃娃抓起”自主诚信教育品牌在全市全
面开展，《小学生诚信教育读本》已编制完
成，拟在市直选定小学发放，并争取得到
省教育厅的认可。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经验全市推开。
将崇阳县创建全省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
验区经验在全市推广，确保年底前各县市
区都建立农村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开展农
村信用信息采集工作，实现我市农村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的全覆盖。

食品药品安全信用等级评定管理。
目前已出台《咸宁市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体
系建设实施方案》，建立健全信用档案管
理体系，以一个自然年度时间，对食品药
品安全信用等级量化评定。

咸宁高新区企业信用星级评定试
点。选择95家有影响力的企业，建立和完
善其信用记录并量化管理，进行星级评
定，依据评定结果，对企业提供不同程度
的贷款贴息优惠和融资便利。

据悉，这四个自选动作是我市创建国
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加分项，
要在2018年全面验收时间内，出咸宁特
色、咸宁经验，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
铺开，复制可推广模式。

擦亮信用品牌
——我市推进国家信用建设示范城市创建走笔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鲁玉玲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

全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何培源、熊铮报道：

27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对全市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李逸章，副市长刘复兴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深入咸宁高新区、梓山湖生态新城等
地，实地考察奥瑞金二期、立邦涂料、南玻光电、际华园
旅游、江南里养生小镇、贺胜金融小镇等项目建设情
况，座谈听取相关单位关于我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情况汇报。

调研组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相关部门深入推进
“三抓一优”，务实重行真抓实干，招商引资取得新突
破，项目建设打开新局面，全市工业经济和项目建设成
效明显，势头强劲。

调研组要求，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充分认识
到我市工业经济还存在发展不足、结构不优等客观情
况，要进一步加大对新兴产业、高新项目的跟踪、对接力
度，在“大招商、招大商”、培育支柱产业上下功夫。要严
格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考核要求，层层压实责任，
确保如期完成全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各项目标任务。

全市旅游改革发展专题会要求

做出亮点 打造特色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讯员田丽报道：昨日下

午，我市召开建设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工作
督办会暨全市旅游产业发展第3次联席会议。市领导
何开文、镇方松、尤晋出席并讲话。

建设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工作自2016
年12 月市政府出台改革实施方案以来，各县市区和市
直有关部门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会议传达全国旅游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全面介绍
了上半年改革工作进展情况。咸安区、赤壁市、通山
县、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工商局就各自牵头
改革任务落实情况作了汇报。

会议指出，进入下半年，创建工作进入倒计时，全
市上下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一盘棋”意识，高起
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统筹协调，做出
亮点，打造特色。各县市区和市直各有关部门，要对照
任务分解表中的进度要求，紧盯重点领域和关节环节，
以严的要求实的举措抓改革促创新；市旅游委要发挥
牵头总抓的作用，强化与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的对接
与指导，把握重点，抓住要点，有针对性地补齐短板，并
争取创造“亮点”和“特色”，全力推动旅游发展和先行
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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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文广，男，汉族，湖北通山人，1962
年9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82
年8月参加工作,1988年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通山县畅周乡党委书记、富有
乡党委书记、黄沙铺镇党委书记、人大主
席，通山县政府副县长，通城县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局长、党
委书记。现任市环保局副局长、党组副书
记。拟任市粮食局局长、党组书记。

黎钢，男，汉族，湖北通城人，1975年3
月生，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1996年7
月参加工作,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市委组织部党政干部科副科长、
正科级组织员，赤壁市政府副市长（挂职），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市环
境卫生管理局局长。现任市城市管理执法
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局长。拟任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黄建平，男，汉族，江西东乡人，1975
年10月生，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工
学学士学位，1997年7月参加工作,1996
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市委办综合
科主任科员，市委督查室副主任、副县级督

查员，市委总值班室主任，咸安区委常委、
区委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部长。现任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拟兼任市委党建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高配正县级）。

艾东晖，女，汉族，湖北崇阳人，1969
年3月生，大学学历，法学硕士学位，1991
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
庭庭长、研究室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市
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现任市委政法委副
书记、政治部主任。拟兼任市维稳办主任。

公示时间：2017年7月28日至2017
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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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