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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崇阳
崇阳县公安局协办

本报讯 全媒体特约记者陈雯、
全媒体记者王勃报道：“您好！我们是
崇阳交警，现正在进行摩托车、电动车
非法加装遮雨棚专项整治行动，请您
配合！”近日，在崇阳县的城区路面上，
不少骑着加装了遮雨棚的摩托车、电
动车的车主都被交警拦停，拆除了雨
棚。

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
效预防和减少摩托车、电动车道路交
通事故的发生，崇阳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在全县集中开展摩托车、电动车非

法加装遮雨棚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民警采取定点执勤加流

动巡逻、不定时上路巡查与上下班高
峰集中查控相结合的方式在城区重点
路段开展集中整治，坚决取缔摩托车、
电动车非法加装遮雨棚的违法行为。

面对交警的执法活动，电动车主
张女士表示：“拆了也好，我看别人都
装这个，我就装了，但是装上去之后就
感觉笼头特别重，不好掌控。”

也有小部分车主表示不理解，执
勤中交警们一边行动，一边耐心地向

车主宣传加装雨棚的危害。
“今天是晴天你觉得用着很方便，

如果下雨天呢？刮风天呢？它很不安
全。骑电动车在下雨天，穿雨衣、带安
全头盔才是最安全的。”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县交警大队
共拆除、收缴非法加装雨棚50余顶。

在此民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
加装雨棚是违法行为。现在装的雨棚
多为硬塑料和铝合金材料制成，一旦
发生碰撞，极易成为伤人的利器，尤其
在风雨等恶劣天气，加高、加宽的雨棚

导致车辆行驶阻力增大，还会遮挡视
线，造成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摩托车、电动车
上加装挡雨棚，特别是已经在摩托车、
电动车上加装了挡雨棚的朋友，请自
觉拆除。

不让遮雨棚成为“危险棚”

崇阳交警专项整治摩托车电动车

本报讯 咸宁日报记者马丽娅、
通讯员胡伟、刘伟报道：去超市购物，
却没有了塑料袋；上餐馆吃饭，也没
了一次性餐具……从今年 4月初开
始，崇阳县港口乡人的生活变了。

“乡里全面推行‘禁塑’，并且明
确了时间表。”今年 56岁的汪雄军在
乡里开了近十年餐馆，他告诉记者，
乡政府于 4月 6日发布了《关于禁止
使用一次性餐具的倡议书》，决定从
5 月 1 日起在全乡范围内全面“禁
塑”，所以，他店里的一次性塑料碗、
杯、匙、酒盅等餐具，全部被新买的瓷
器和玻璃制品取代。

“所有一次性塑料餐具和塑料
袋，今后都不准再售卖了！”该乡超市

家门口创业负责人陈日艳说，乡里已
于4月30日组织专班对各村商铺、超
市、早餐店、餐馆进行全面执法检查，
发现继续使用“一次性”餐具的直接
没收，对拒绝配合执法行动的，依据
《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
处罚。

记者走进该乡，各村都能看到这
份禁塑倡议书，上面明确写着：一次
性餐具的生产原料存在较大问题，添
加了大量碳酸钙、工业石蜡、回收废
料，导致它蒸发残渣严重超标，严重
影响我们的呼吸功能和消化功能；一
次性筷子大多为竹木产品，对竹木的
消耗需求量非常大，造成巨大的资源
浪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碗、杯、匙、

酒盅等餐具，其本身卫生安全也存在
重大隐患，对使用者身体健康不利，
而且塑料制品无害化处理也对环境
产生较大污染……

该乡党委书记张朝晖告诉记
者，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
项重要任务。作为一个山区乡镇，
港口乡山清水秀，可树杈上、河沟
旁、田垄间，四处飘荡的塑料袋和一
次性餐具却“大煞风景”，严重影响
着人居生活环境。所以，该乡对症
下药，推行“禁塑”，从根本上改变人
们的生活习惯。

“‘禁塑’不是一件小事，是利国
利民的大事。只要人们愿意，总有办

法找到塑料制品的替代品。”该乡畈
上村农村淘宝负责人庞应松，已开始
谋划在村里推广菜篮子、布袋子，帮
助村民们不用、不买、远离“白色污
染”。

“我们通过'湾子夜话’，将禁塑
工作宣传到了每家每户。此外，还
针对乡间承办宴席的私厨出台政
策，凡是到乡市场监管所进行备案
登记、并签订不再使用一次性餐具
承诺书的，为其提供 1000块钱购买
新的环保餐具。”乡干部饶海涛告
诉记者，截至 5月 6日，全乡已有 29
名私厨签订了承诺书，村民家中请
客办宴席时，全部改用为不锈钢餐
具。

对症施策 优化环境

港口乡率先出台“禁塑令”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陶然、通讯
员汪中元报道：近年来，崇阳县铜钟
乡因地制宜，坚持党建引领，全面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

充分发挥无职党员作用，着力加
强乡村治理出成绩。积极发挥无职
党员在生态文明村创建活动中的作
用，坚持党员示范带头、群众共同参
与，各村均成立志愿服务队、红白理
事会和环境卫生治理小组，修订完

善《村规民约》《卫生公约》，提倡厚
养薄葬，坚持婚事简办，充分调动党
员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实效性。

充分发挥民主议事作用，协同整
治人居环境见成效。充分利用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平台载体，认真开展
党员群众代表对村级环境治理制度
讨论，建立健全村规民约。按照“农
户投放、村组自治保洁、乡清收转

运”工作机制，配备垃圾收集桶、清
运车、保洁员，建成 3座大三格污水
处理池，1座微动力污水处理池，全
面推进无公害卫生厕所。通过“党
日+”，不定期组织村环境卫生治理
小组开展环境卫生检查抽查，使村
庄人居环境保持干净、整洁、舒适。

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倡导
形成乡风文明有成果。认真开展

“五个最美”、“十大孝星”和“五星

党员”评选，充分利用红色宣传队、
脱贫谢党恩等活动载体，积极宣传
本村向上向善的优秀典型。依托
支部主题党日、党代表联系日、“湾
子夜话”等活动平台，以推动红色
宣传工程全覆盖为契机，深入宣传
移风易俗，倡导建设文明新风。通
过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常态化
的宣传发动，有效提升村民的幸福
感。

铜钟乡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崇阳县桂花泉镇以雷竹上千亩
闻名，桂花泉长富雷竹产业田园综合
体项目位列2018年咸宁市乡村振兴
重点工程。该项目总投资10.5亿，计
划建设集生态农业开发、农产品加工
销售和旅游休闲等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如今，走进雷竹小镇，修竹成片，
花开鲜艳，小径蜿蜒，绿意葱茏。

通讯员 闻斌 摄

建设美丽乡村

小雷竹
大产业

崇阳县沙坪镇古城村不慎
将15张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据
掉 入 火 塘 烧 毁 ，票 号 为 ：
03307551、 03307553、
03307561、 03307570、
03307581、 03307590、
03307657、 03307659、
03307661、 03307662、
03307663、 03307665、
03307670、 03308075、
03307072，特此声明作废。

龚建波不慎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及发票领购簿，税务
登记证对应的纳税人识别号为：
42232519800115005201，特此
声明作废。

曾习兵不慎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及发票领购簿，税务
登记证对应的纳税人识别号为：
422325196704206113，特此声
明作废。

张方虎、胡红秀不慎遗失座落
于崇阳县沙坪镇国土巷幢号1，单
元1，房号502的房权证壹份，证
号：AF00413，特此声明作废。

崇阳县康灵大药房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21223579876756C，特此
声明作废。

崇阳县青峰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21223316581198T，
特此声明作废。

2019年5月14日

遗失声明

亲爱的全县广大人民群众：
您们好！近年来，我县持续加大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四通八达、畅
通便捷的公路交通网全面形成。全县
人民在享受交通发展带来“红利”的同
时，货运车辆在公路上超限超载运输
的“怪象”应运而生，不仅严重损毁公
路桥梁，而且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据
统计，70%的交通事故由货车超限超
载运输引起，50%的群死群伤重特大
事故与超限超载运输直接相关。货车
超限超载运输既是阻碍运输市场监管
的一大“毒瘤”，也是道路交通安全的

“第一杀手”。
我县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

长效治理”的方针，持续深入推进治超
工作，超限超载运输得到有效遏制。但
治超工作是一项复杂和长期的系统工
程和社会工程，任务艰巨、使命光荣，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积极参与。“超

限超载我们携手共治，畅安公路环境你
我共享”，我们倡导全县人民积极行动
起来，从自己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共
同营造“人人关心治超、人人支持治超、
人人参与治超”的浓厚氛围。希望广大
货运企业、货运经营者、货车驾驶员和
货物源头企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并真
诚向全县人民提出如下倡议：

一、全县道路运输企业要自觉履
行在治理超限超载工作中的责任义
务，加强对本企业从业人员教育与管
理，健全企业内部管理和车辆营运自
律机制，让每位从业人员自觉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道路交通安
全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合法从事运输。

二、全县道路货运从业人员要自
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道路运输相关
法律法规，不违法改装车辆，严格按照
公路货运车辆规定限值进行合法装

载。装载易抛洒货物时要做好覆盖防
护工作，防止货物抛洒。在运输过程中
因超限超载等被依法查处时，要自觉接
受违法处罚，承担违法行为责任后果，并
按规定对超载货物进行卸载或转运消除
违法行为。做到不暴力冲卡、不暴力抗
法。对违法加装改装车辆装置的，要现
场自行拆除，并保证不再改装加装。

三、全县货物源头企业必须主动
接受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绝不发生
下列行为：为无牌无证车辆装载，为车
辆超标准装载，为非法改拼装车辆装
载，为证照不全的车辆装载，为超限超
载车辆提供虚假装载证明，放行超限
超载车辆和未进行覆盖防止货物抛洒
的车辆出站（场）。

四、全县广大人民群众要深知货
车超限超载运输带来的极大危害，深
知治理超限超载运输是政府解决民生
问题的具体体现。虽然政府治超的决

心是坚定的、力度是空前的，但因超限
超载运输覆盖面广、治理难度大，要进
一步提高治超效果还需全县群众的积
极配合和参与。衷心倡议全县人民群
众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留心、留意
超限超载运输，积极发现、及时举报超
限超载运输行为，为查处超限超载运
输提供可靠事实证据，共同形成合力
为夺取治超的最终胜利出一份力。

“超限超载猛于虎,毁路损桥百姓
苦”。亲爱的崇阳人民，超限超载违法
运输祸害无穷，保护路桥关爱生命人
人有责。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请积极响应县政府的号召，自觉抵
制违法超限超载运输，欢迎监督和举
报违法超限超载行为(举报电话：
0715-3373387)，以实际行动共同为
崇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
交通环境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二0一九年五月九日

崇阳县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治理货车超限超载运输致全县人民的一封信

本报讯 通讯员龚光英报
道：5月9日，崇阳县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正式启动第二十个党风廉政
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

该中心成立宣教月活动领导
小组，组建专班，制定宣传教育月
活动方案，加强党章党规党纪和
监察法的学习，增强党员干部践
行“两个维护”的思想和行动自
觉，扎实开展好八项活动：即集中
开展“学”“讲”活动、开展一次

“赛”“考”活动、开展一次理论学

习中心组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
习、开展家庭助廉活动、学习通报
曝光典型案例、观看警示教育片、
开展“勤廉故事+朗读者”活动、开
展走进廉政教育基地宣传教育活
动。

该中心领导小组要求精心谋
划、强力推动，各环节认真履行职
责，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基础
工作，持之以恒地开展党风廉政
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强化党员干
部的党性、纪法、廉洁意识。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开展8项活动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殷耕报道：
近日，笔者在崇阳县白霓镇金城山
居民家中发现清代何绍基题写的
书匾——“琴书润”。

该匾红木制作，长 62公分，高
29公分，厚 2公分。“琴书润”由古
诗“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之
意而来。该牌“琴书润”及款题 6
字系阴刻泥金，100多年仍熠熠闪
光。

何绍基（1799—1873），晚清
诗人、著名书画家。湖南道州
（今道县）人。道光十六年进士，
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
任广东乡试考官、提督，浙江、四
川学政。晚年主讲山东泺源、长
沙城南、苏州、扬州诸书院，提携
后学诸多。据考证，现岳阳楼上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系何绍基
书写。

崇阳发现清代名人书匾

本报讯 全媒体特约记者黎
志远报道：山青水碧，大道通衢。5
月11日，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交
通运输局、县文联、县作家协会、县
摄影家协会承办的崇阳县创建“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系列采风创
作活动拉开帷幕。来自该县各行
各业的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等
60余人参加活动。

采风团一行先后来到天城至
葛仙山公路、106 国道至大市公
路、高枧至中山公路等处，深入农
村交通路网第一线，详细了解全县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等
情况。

近年来，崇阳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交通路网建设，将全力打好

“四好农村路”三年攻坚战作为重

要工作来抓，构建了“政府抓路、交
通修路、公安治路、林业绿路、乡镇
美路、路政管路、机制养路、全民护
路”的工作格局，着力推进了农村
公路“六大工程”建设，促进了建、
管、护、运协调发展。2017年获评
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2018
年全县“四好农村路”建设实现了

“县有精品路、乡有示范路、村有整
洁路、不走回头路”的目标。

采风团一行一路走、一路看、
一路议，大家对全县农村路网建设
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纷纷
表示将以“宣传党的惠民政策、展
示交通建设成果、展望乡村美好明
天”作为文艺创作主题，为该县创
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凝心
聚力，鼓劲助威。

县文联组织采风“四好农村路”建设

助力创建全国示范县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陶然、陈
君益报道：5月8日，在崇阳县路口
镇海拔 300余米的金沙岭半山腰
上，机械轰隆，多个作业面的施工
井然有序，建设场面热火朝天。

湖北通远建设集团项目经理
吴跃龙告诉记者，目前修建的这
条路是连接路口团山村和柳林村
的村级主干道，于今年元月份开
工建设，全长 10 公里，按照双车
道，8.5米宽标准建设，力争在 10
月份建成通车。

近年来，崇阳以“一号民生工
程”来抓“四好农村路”建设，高站
位谋划，高质量建设，克服山高坡
陡，为产业铺路，为小康铺路。

“今年计划打造 100公里高标
准‘四好农村路’，推进300公里农
村公路提档升级，建设100公里绿
色通道，新改建20座农村桥梁，进
一步打通农村发展瓶颈，服务乡
村振兴。”该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庞平珍介绍。

目前，该县 12个乡镇全部贯
通二级以上沥青路，187 个行政村
全部建成四级以上通畅水泥（沥
青）路，建成“四好农村路”精品示
范路段200余公里，完成村村通公
路 2800余公里，让交通线变成产
业带、景观带，为推动乡村振兴，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
的交通保障。

崇阳着力建好“四好农村路”

本报讯 通讯员刘智利报
道：“您好，我们是崇阳县税务局
的税法宣传人员，这是减税降费
政策汇编手册，请您了解一下。”

“五一”小长假，崇阳县税务局根
据景区人流量大的特点，组织人
员到柃蜜小镇，开展减税降费政
策宣传进景区活动。

在游客中心门口，“落实减税
降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宣
传横幅格外醒目。《新税务、新服
务》《轻松办税指南》《减税降费宣
传手册》等宣传资料摆放在咨询
台上让游客兴趣陡增。“没想到连

景区都摆上了税收优惠手册，崇
阳县税务局的宣传工作做得很用
心。”不少游客连连感慨。

“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进景
区活动，就是要让更多的企业、老
百姓了解、掌握减税降费的优惠
政策，让大家能够更多地享受到
改革的红利。”该局办公室主任孙
煌表示。

减税降费成为崇阳经济发展
的“助推器”。据该景点负责人李
杜青介绍：截止 5月 4日，柃蜜小
镇“五一”假期共接待游客10万人
次，综合收入超过1000万元。

崇阳税法宣传进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