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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雄韬环保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锂电池
回收及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湖北雄韬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拟在赤壁
市经济开发区（蒲圻电厂）循环经济产业园
投资建设8万吨锂电池回收及处置项目，总
投资额约85000万元。项目建成后年处理
废旧磷酸铁锂电池47000吨/年，废旧三元
锂电池33000吨/年。

项目新建原料仓库、电池预处锂车间、
铁锂除杂车间、渣分离车间、极片处理厂房、
三元除杂车间、三元萃取车间、主罐区、双氧
水罐区、污水处理站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
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目前环评编制单

位已编制完成《湖北雄韬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8万吨锂电池回收及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为广泛征求与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进一步做好编制
工作，现将本项目环境影响相关信息公示如
下，请于2019年2月21日前通过信函或电
子邮件方式将您的意见反馈至我司。

单位名称：湖北雄韬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刘总
联系方式：0755-66851118-8245
电子邮箱：areslau@163.com
联系地址：湖北省赤壁市循环经济产业园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到以

上地址联系查阅纸质报告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参与。

公众意见表填写要求：公众提交意见
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
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
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公示起至时间：2019 年 2 月 3 日到
2019年2月21日

附件：1、《湖北雄韬环保有限责任公司8万
吨锂电池回收及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eyun.baidu.com/s/3sm87RVv
密码：7mD4

受委托，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
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联合湖北昊天拍卖
有限公司定于2019年3月1日10:00时
在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D303室公开
拍卖公务用车一批。

一、标的物的基本状况：
拍卖车辆共有19台，车型涵盖小轿

车、小型客车、中型客车等。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
2019年2月26至28日在标的物存

放地公开展示。
三、报名时间及要求：
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竞买
人须于2019年2月28日17时前将竞买
保证金汇至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
宁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指定帐户（户名：武
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易有
限公司；账号：82010000002769312；开
户行：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淦河支行）以到账为准，交纳1万元竞
买保证金的只能竞得一辆车，交纳5万元
竞买保证金的不限定竞得的车辆，整体拍
卖优先，并持银行进账单和有效身份证明

到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交
易有限公司办理报名及竞买登记手续,领
取拍卖资料。

四、提示：
1、此次拍卖采取“车、牌分离”，以车辆

实际展示现状拍卖并以车辆现状交付；2、拍
卖成交后，车辆过户、交易所需税、费由买受
人承担；3、办理转籍外迁的车辆须满足转入
地的车辆入籍政策（竞买人应自行了解，否
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买
受人自行承担）。

五、联系方式：
1、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

权交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先生
电话：0715-8126201 18371517949
地址：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 3 楼

D306室
2、湖北昊天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0715-8206068 13971810300
地址：咸宁市咸宁大道5号万通大厦

703室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咸宁产权

交易有限公司
湖北昊天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5日

拍卖公告

注销公告
湖北博工意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21200MA48DWHU3J）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湖北博工意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5日

王伟平遗失赤壁市源源家俱店个体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为

422302700075660，特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82018】】第第001001号号（（广告广告））

2月14日，咸宁消防救援支队召开2019
年党委扩大会议，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肖天
树，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石鑫，党委副书
记、支队长林彬出席会议，支队全体党委常
委、机关全体指战员，各大、中队军政主官和
受到表彰的指战员、合同制消防员代表参加
会议，会议由支队长林彬主持。

首先，该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石鑫代
表支队党委作了《增强政治定力 ，勇于创新发
展，奋力转型升级，在改革新征程中谱写咸宁
消防救援事业新篇章》工作报告。报告指出：
2019年，是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训词的开
局之年，是消防救援队伍全新体制运行的起
始之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等重
大活动安保之年，支队全体指战员要模范践
行“四句话方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等重要讲话
精神，严格落实黄明书记、部党组要求和部
局、总队党委的安排部署，自觉对标应急救援
主力军和国家队的新定位新使命，在消防事
业创新发展的“追梦”路上一起拼搏、一起奋
斗。

一是要树立对党忠诚、纪律严明的队伍

建设标准。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
党对消防救援队伍的绝对领导，以习总书记
训词为根本遵循和建队标准，将训词植入灵
魂、融入血脉、扛在肩上，自觉强化“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在看齐追随中融入无限忠诚，以奋发有
为的姿态担当起新时代的应急救援国家队、
主力军重任。

二要打造专常兼备、多专多能的应急骨
干力量。牢固树立“全灾种、大应急”的理
念，对照国家综合性应急救援国家队和主力
军标准，建立专常兼备、多专多能的应急骨
干力量，针对咸宁辖区实际组建水域、交通、
地质灾害等专业消防救援队，按照训练专业
化、装备模块化、处置科学化的原则，提升专
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应对各类灾害事故风险
的能力。

三是要构建重点覆盖、多元发展的消防
队站格局。按照“广布点、建小站”的原则，配
齐配强中心消防站，科学布点执勤分站，推进
重点乡镇消防站建设，全面推广专职消防站、
微型消防站建设，着力实现多元化、多层次的
消防队站发展格局。

四是要落实规范高效、全面充分的后勤
保障机制。抢抓机构改革历史机遇，超前谋
划、主动协调、赢得支持，积极协调政府、财政
和其他职能部门，科学合理开展评估论证，不
断提升新型消防装备配备，着力加强空中救
援、深水救援、潜水救援、山地救援、楼层登高
救援装备配备，加大装备巡查督导力度，提升
装备规范化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发挥装备效
能，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五是要完善齐抓共管、权责一致的消防
监管体系。深入贯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实施办法》，强化对县市区和行业部门消防安
全责任落实情况的考核，加强对火灾高危单
位、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
人的约谈培训，督促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深化“放管服”改革、以“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为着力点，全面打造“宽
进、快办、严管、便民、公开”的消防服务模式，
严格规范执法，全力维护火灾稳定。

六是要建立全民参与、科学有效的消防
宣教模式。坚持以“七进”、“三提示”、“小喇
叭”等为重点，开动脑筋、创新手段、丰富内
容、拓展阵地，广泛开展普及性、渗透性、带动
性、警示性消防宣传教育，确保“有导向、有载
体、有深度、有影响”，切实将消防宣传软实力
转化为硬实力。

副支队长张高峰宣读了《关于2018年度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与会领导为受
到表彰的先进代表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肖天树充分肯定了支队过去一年的工

作成绩。他指出，2018年，支队着力打造“廉
洁务实”班子、锤炼“血性铁军”队伍、搭建

“活力政工”平台、强化“服务保障”功能、构
建“全民消防”体系，班子和队伍建设竞进提
质，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发展，打赢能力全面
跃升，未发生群死群伤和有影响的火灾事
故，队伍管理和火灾形势实现“双稳定”。 就
做好2019年工作，肖天树提出三点意见：一
是要发挥“主心骨”作用，着力抓好班子建
设。要切实增强政治定力，把理想信念摆在
第一位，确保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政治定
力、站稳政治立场；要突出抓好班子建设，着
力提高班子科学研判形势、准确把握大局、
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和实战决策指挥、严格
公正执法、科学管理队伍的水平；要真正选
好用好干部，突出实绩导向，重视使用好各
个年龄层次的干部，加强对重点岗位人员的
监督管理，提高班子整体效能。二是要坚持

“战斗力”标准，着力抓好队伍建设。要对标
国家队、主力军定位，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
模式，提升队伍战斗力，确保各项急难险重
任务的圆满完成；要进一步突出“民意导
向”，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服务型
消防机构建设，对政府重点工程、大型产业
集群、高新技术项目开辟“绿色通道”，提前
介入指导，全程跟踪服务；要创新契合基层
特点、贴近实战需要的工作方法，不断增强
指战员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三是要围绕

“不变质”要求，着力抓好作风建设。要严格
执行禁令铁规，切实做到依法实施决策、依

法建设队伍、依法执行任务、依法指导工作、
依法解决问题，切实提升指战员廉洁意识、
法纪意识和纪律制度执行意识；要强化对领
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围绕容易发生问题的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科学设置权力边界，把
制度的笼子编紧扎实，把问题查处力度切实
加大，对违纪违规问题保持零容忍。要严肃
整治突出问题，坚持无禁区、全覆盖，坚持强
高压、长震慑，看到苗头就要坚决压下去，收
到线索就要坚决查办，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

最后，支队长林彬就贯彻落实好此次会
议精神强调了三点意见：一是传达学习要

“快”。要抓紧汇报、抓紧传达、抓紧贯彻，达
到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促进落实。要及
时将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支队党委关
于今年各项工作的安排部署向当地党委政
府作好汇报，努力争取对消防工作的更大支
持。二是学习领会要“深”。要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副市长肖天树重要讲话精神和支队
党委的工作报告，充分认清新时代消防工
作、班子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压力，将
支队党委的工作部署学深悟透，用会议精神
鼓舞士气、凝聚力量。三是贯彻执行要

“实”。要根据支队党委工作报告和2019年
工作要点，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分解、明确责
任、倒排工期，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做到人
人有责任不观望、个个有压力不等待、事事
有人抓不懈怠，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圆
满完成。

奋力谱写咸宁消防救援事业新篇章奋力谱写咸宁消防救援事业新篇章奋力谱写咸宁消防救援事业新篇章
——咸宁支队召开2019年党委扩大会

记者 汪俊东 周莹 章冬开 通讯员 王异飞 朱燕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