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时

嘉鱼县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龙

钰报道：连日来，嘉鱼县县直各部门、
各镇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推进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12月19日，新街镇的志愿者们
佩戴红色徽章，走上街头，倡导文明
之风；各村、社区、镇直各部门也通过
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展板、广播、
短信、QQ、微信等，开展丰富的宣传
教育活动，营造“人人了解、人人支
持、人人参与”的创建氛围。

12月20日起，嘉鱼县文明办、团
县委组织住建、国土、财政、卫计和税
务系统的20余名志愿者，到城区主要
路口开展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引
导广大市民文明出行。

12月23日，在陆溪镇，志愿者们
一大早就加入到镇区“牛皮癣”广告
清理工作中。

“希望我们的付出，能让大家意
识到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带动更多的
人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陆溪镇志
愿者李明英一边用手一点一点地撕
剥墙体上的“牛皮癣”广告，一边充满
期待地说。

市环卫局
本报讯 通讯员廖珣报道：12月

以来，市环卫局组织环卫工人深入城
区各大社区开展排查工作，全力服务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该局50余名环卫工人按照清扫、
清运、清洗三位一体的作业模式，对

温泉、永安城区展开撒网式巡查，共
清理社区垃圾死角20余处，转运处理
生活垃圾30余吨，确保了社区清洁治
理不留死角。

“这次社区综合整治行动，既是环
卫人支持文明创建的决心体现，也是环
卫人脚踏实地为市民做实事的积极实
践。”市环卫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不
断提高市民生活幸福指数为己任，不断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加油助力”。

咸安向阳湖镇
本报讯 通讯员吴紫芬、陈明、

刘庆云报道：连日来，咸安区向阳湖
镇组织工商、教育、卫生等镇直部门，
深入街道门店、学校、卫生院等地，规
范经营秩序、整治生活环境、落实疾

病防控，确保文明创建不留死角，掀
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新高潮。

该镇按照宣传到位、细节到位、
协作到位的“三个到位”要求，主动与
相邻的永安办事处对接，通过划分路
段，一同抓好每一条背街小巷的环境
卫生整治。同时，发扬“白加黑”精
神，不定时间不定地点，坚持利用群
众晚上休息在家的时间段，积极上门
宣传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高群众的
知晓率和满意度。引导群众人人参
与、个个出力，自觉搞好房前屋后卫
生，发现垃圾及时清理，确保大街小
巷环境整洁。

在此基础上，教育学生讲文明卫
生、遵守道路交通秩序，督促各经营
商户入店经营，推动创建文明城市工
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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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28～29日中层受高压脊影响，以阴天为主，有短时小雨雪；30日受南支槽东移、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降雪。未来三天我市气温持续下降。具体预报如下：28日：阴天有短时小雨雪，偏北风2～3级，1～5℃；29日：阴天有短时小雨雪，偏北风2～3级，-1～2℃；30日：中雪，偏北风1～2级，-3～0℃。

嘉鱼官桥镇白湖寺村

25名党员参与美化村湾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

道：“村湾环境的变化，得力于
村组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
用。”23日，嘉鱼县官桥镇白湖
寺村干部周志承感慨地说。

据了解，拥有96名党员的
官桥镇白湖寺村山水资源丰
富，有外出务工党员18名。前
些年由于村民大量外出务工，
导致部分土地抛荒。

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家
乡面貌，近年来，该村一组李记

华等12名党员从整治乡村环
境、提高村民幸福指数入手，动
员本村能人志士捐资35万元，
于今年2月新建400平方米的
组级农民文化活动中心，并积
极推进“厕所革命”，改善生活
环境，先后协调37家农户在全
县率先建成冲水式厕所。3组
舒顶才等10名党员也牵头融资
10多万元，兴建组级文化广场
和党小组活动室，受到群众一
致肯定。

我来自英国的伯明翰，在咸宁生活
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最大的感受是，
获得感越来越强。

三年前，我刚从伯明翰城市大学毕
业时，按照我们的传统习惯，毕业后会
选择外出游学或工作一段时间，再规划
未来。当时恰好看到湖北科技学院的
招聘信息，加上对中国很好奇，就选择
了来咸宁。

我是10月份来的，当时最大的感
受是：好冷。我的家乡也冷，下雨多，但
这里下雨更多，也更冷。对咸宁的第一
印象是——城市很干净、精致。这里空
气好、生活节奏慢、城市很美。

特别是随着新的楼盘、商场和道路
的修建，让我觉得咸宁的颜值提高了很
多，越来越有国际范了。我经常把身边
的美景拍下来，发到我的社交网页上，
我的亲人朋友们看到后，都会评论说

“你那里很美”。
咸宁的生活很方便。我想买的东

西，都能买到，而且物美价廉。工作之
外的空闲时间，我要是想去其他城市游
玩，可以选择的出行方式很多，有汽车、火
车、高铁，还有城铁。在市内，我一般坐公
交车，或用滴滴打车出行，非常方便。

咸宁的食品很美味。对我来说，咸
宁的所有食物我都喜欢吃，比如麻辣
烫、包子、饺子、包坨。我最喜欢的是，
和朋友一起去寻觅街头巷尾的小吃，或
者本地朋友带我去吃特色美食。我喜
欢咸宁的热干面，觉得比武汉的更好

吃，虽然我的很多学生不这么认为。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咸宁的鱼。各

种口味的都喜欢。之前，我觉得吃鱼很
麻烦，因为刺很多，可吃过咸宁的鱼之
后，我觉得一点都不麻烦了。

咸宁的空气非常好。一整年里，空
气污染的天数用手指头都能数得过
来。特别是秋天，桂花盛开，不管是校
园里，还是街道上，到处都是甜甜的香
味，让人心情愉悦。

而且，咸宁的旅游景点也很多。听
本地朋友说，咸宁6个县市区，都有很
美的景点，各有特色。因为不是特别熟

悉的原因，目前我只去过隐水洞、潜山、
梓山湖等景区，接下来，我会利用空闲时
间游览更多景点，深入感受咸宁的魅力。

这三年来，我还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
变化：咸宁市民的文明素质越来越高了。

刚到咸宁时，就感觉咸宁人很友
好、乐于助人。但也发现存在一些问
题，比如交通秩序不好，每次过马路都
提心吊胆；有的人喜欢随地吐痰、乱丢
垃圾等。

可是现在，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
过马路再也不用很紧张了。市民们也
更爱护环境卫生，乱吐乱丢的现象少了
很多。

总而言之，咸宁给我的获得感很
强，让我越来越觉得幸福，我要将咸宁
介绍给更多的亲朋好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婧 整理）

“咸宁让我越来越有获得感”
讲述人：Lubnaa Mobeen Shaikh（英国，湖北科技学院外教）

赤壁

增强社区矫正人员守法意识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

员钟晓阳、郑武报道：18日，赤
壁市交警大队联合该市司法
局、检察院等部门共同为社区
服刑人员讲解交通违法案例，
将交通违法行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的悲剧影响直观展现在大家
面前，以增强“安全出行、拒绝
酒驾”等的交通安全意识。

赤壁市交警大队民警通过

播放视频案例，耐心地为社区服
刑人员进行讲解，指出横穿马
路、闯红灯、酒驾、超速、无证驾
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让
社区服刑人员深刻认识到遵守
交规、安全出行的重要性。

通过培训教育，社区矫正人
员纷纷表示，今后将认真学习法
律法规知识，遵守交通规范，谨慎
驾驶，珍爱自己及他人的生命。

市美术馆和李邕书画院揭牌
本报讯 记者王恬、见习记

者阮泽华报道：26日，咸宁市美术
馆、李邕书画院在十六潭公园揭
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镇方
松、程学娟，副市长刘复兴出席。

镇方松在致辞中说，咸宁
市美术馆、李邕书画院正式揭
牌，是市委市政府满足市民文
化生活需求，文化惠民的又一
举措；展现了咸宁当代文化艺
术工作者向前辈乡贤学习致敬
的姿态，咸宁文脉从此接连起
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希望
广大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通过

这个平台，互相沟通，互相学
习，互相提升，为繁荣我市文化
艺术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活动当天，咸宁美术馆还举
办了第五届“山水咸宁”作品展，
共展出省内外画家作品60幅，展
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咸宁的巨
大变化和咸宁建市20年的辉煌
成就。

据介绍，“山水咸宁”由湖
北省美术家协会、咸宁市委宣
传部和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联合主办，由咸宁市画院、咸宁
市美术馆承办。

改革开放40年·咸宁建市20年

谈发展·话变化（国际友人说）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文
谨、特约记者胡剑芳报道：25
日，在咸安区107国道与巨宁大
道 交叉口，施工人员正在紧张
有序地安装隔离桩，标志着107
国道咸安段沿线的安全隐患整
改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该路段的设计标准和安
全配套设施越来越难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车流，道路长期处于
超负荷运行状态，并于今年4月
底被列为全省第一批重点挂牌

督办的安全隐患路段。
咸安区高度重视安全隐患

整改工作，精心组织，明确分工，
从完善夜间照明、增加隔离桩、
增设路侧设施、路段限速、路面
修复、完善路面标线、平交路口
整治、损毁路段维修等8个方面
进行全面整改。并通过组织公
安、交通、城管等相关单位开展
的综合执法行动，加大了对违规
设立广告牌、违章搭建棚点、占道
经营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使
国道沿线经营户实现规范经营。

咸安

保障107国道通行安全

养牛带富乡邻
20 日，崇阳县天城镇松柏村竹雨

峰生态农场，员工们正在放养肉牛。
据了解，2013年，在外打工回乡的

丁碧存看到家乡变化不大，村民生活艰
苦，于是当年流转土地 200 余亩，创办
竹雨峰生态农场，按照“公司+农户”的
模式运营。目前已吸纳数十位当地村
民在农场就业，不少贫困户每月收入超
过2000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黎志远 摄

一层鸡粪加一层谷壳形成的“冬被”
里，一根根小雷竹笋“破土”而出……

12月19日，崇阳县桂花泉镇桂花
村雷竹基地上，10多名工人正忙着铲
挖雷竹笋。

“自然生长的雷竹，只有到春季雷鸣
时才会出笋，但提前给竹园盖上这层‘冬
被’后，借助鸡粪发酵产生的热量，就可
以让雷竹提前出笋。”基地负责人蒋长富

说，入冬以来，该基地的竹笋产量渐长，
远销长沙、武汉等地市场，按每公斤至少
36元计算，亩平纯收益逾2000元。

崇阳是“中华雷竹之乡”，自1994
年开始引种雷竹，发展雷竹产业以来，
全县鲜笋产量和加工能力逐年上升，
小小竹笋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一
大支柱产业。目前，全县雷竹种植面
积已达2万亩，种植农户近1.1万户。

“以湖北瑞发生物公司为代表的
加工企业，将雷竹鲜笋加工成干笋、清
水笋、即食性调味笋等三大系列10余
个种类的产品，成功进入了欧亚国际
市场。”该县竹产业办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做大雷竹产业，该县不仅在全国
率先制定出台了雷竹生产标准，每年
产笋高峰期，还会组织技术指导服务
团队深入雷竹基地和竹产业加工企业

进行技术指导。
目前，该县引资2亿元，在桂花泉

镇桂花村建设的集生态农业开发、旅
游休闲和农产品加 工销售等为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正在有序推进中。

小雷竹长成大产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特约记者 汪佳 通讯员 黎志远 吴端容

经咸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咸宁市土
地交易管理办公室对咸土网挂G[2018]058-061号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将出让结果公告如下：

咸土网挂G[2018]058-061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结果公告

咸宁市土地交易管理办公室
2018年12月28日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
容积率

规划用途

行业分类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出让年限

挂牌起始价
（万元）
交易结果
（万元）

成交时间

受让人

咸土网挂
G[2018]058号

咸宁高新区永安
东路与横二路交

汇处南侧

23352.04
（35.03亩）

≥1.0

工业用地

体育用品制造业

≥4500

50年

290

290

2018年12月
27日

湖北陆郁运动用
品有限公司

咸土网挂
G[2018]059号

咸宁高新区
横二路与西园
七路之间

16710.34
（25.07亩）

≥1.0

工业用地

新能源车
整车制造业

≥4500

50年

200

200

2018年12月
27日

咸宁高新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

咸土网挂
G[2018]060号

咸宁高新区横二
路与小榄二路
交汇处南侧

88676.60
（133.01亩）

≥1.0

工业用地

结构性金属
制品制造业

≥4500

50年

1068

1068

2018年12月
27日

湖北志特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咸土网挂
G[2018]061号

高新区香城
大道与横五路
交汇处南侧

92648.43
（138.97亩）

≥1.0

工业用地

建筑装饰及水暖
管道零件制造业

≥4500

50年

1752

1752

2018年12月
27日

咸宁高新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讯 记者甘青、通讯员刘元江
报道：12月25日，咸宁树华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的贾女士，在市行政服务中心
工商部门服务窗口办理公司设立登记
时发现，登记流程越来越优化了。

“变化体现在更加规范、严格了。”
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说，该局针对公司
设立、股权转让等登记中存在的假冒、
伪造股东签字等现象，给公司和股东合

法权益带来的损害，主动联系市中级人
民法院，共同研究公司登记审慎审查问
题。并于12月18日，联合下发《关于
规范公司登记行政案件审理和公司登
记审查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

根据《会议纪要》，申请人提交的登
记申请书、章程、审批文件及其它登记
资料，必须符合《公司法》《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及原国家工商总局《企业登记

提交材料规范》要求，并对申请人提交
的材料实行差异审查。即：初次设立登
记的，主要审查公司章程、委托书等申
请资料之间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的签字
（印章）是否一致；公司变更登记的，除
审查公司章程、委托书等申请资料之间
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签字（印章）是否一
致外，还必须审查本次提交的签字（印
章）与以前提交的是否一致。最后，再

审查申请人提交材料的程序性事项是
否合法，包括审查股东会决议的召开、
议事和表决等程序性事项是否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等。

“这些新规范，相当于对公司和股
东的权益加贴了一层‘保护膜’。”贾女
士办完手续后感慨地说，有工商部门的
严格把关和规范审查，再也不担心公司
和股东的利益被侵犯了。

规范登记 严格审查

市工商局给公司权益加贴保护膜

本报讯 记者周萱、通讯员
蔡祖峰报道：12月29日，我市为
期3天的首个“温泉国际动漫展”，
将在咸宁金叶体育馆盛大开幕。

此次动漫展是2018湖北·
咸宁第十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
节的子活动之一，不仅安排有
超燃电竞大赛、COSPLAY 比
赛、二次元宝宝show等赛事活

动，还安排有秋叶原祭、VR游
戏体验等多元化活动。

作为咸宁历史上举办的首
届动漫展，活动主办方表示，将
把展会打造成一个100%纯正
版的大型综合性泛娱乐盛会。
届时，嘉宾云集，星光璀璨，丰
富的舞台活动一定会令到场的
动漫迷们目接不暇、大饱眼福。

“温泉国际动漫展”周末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