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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崇阳
崇阳县公安局协办

本报讯 通讯员陈雯 、全媒
体记者王勃报道：想多拉点货，却
被限高架拦住了去路，心存侥幸擅
自给限高架“增高”，但货没送到，
自己却被送进了拘留所。近日，崇
阳县的货车司机邓师傅后悔不已。

5月24日傍晚，邓师傅开着空
车准备去拉货，路过天（城）路（口）
线限高架时，估摸着车子只能勉强
通过，想到装了货物后可能通过困
难了，竟突发奇想，将车子开到限
高架下方，撑起车斗，将限高架顶
了起来，并下车找来两块砖头，自
行给限高架“增高”。返程时，尽管
是超载了，但邓师傅仍旧顺利通过
了增高后的限高架。

本以为自己耍了一回小聪明，
可哪里知道，邓师傅的一举一动都
被监控记录了下来，并在第一时间
被治超专班的工作人员发现。通
过限高架没多远，邓师傅的车就被
拦了下来。

治超专班的交警在调查中发
现，邓师傅在今年1月份因酒驾

被交警部门予以处罚，在事发当
日，其驾驶证仍处于被暂扣期
间。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邓
师傅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对于其超载和抬高限高架的行为
将在进一步调查后进行处理。

据了解，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和
扩大治超覆盖面，崇阳治超专班多
部门联动，坚持路面治理和源头管
控，通过驻站检查、流动巡查和弹
性工作时间等措施，对超载治理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在此也提醒广
大货车驾驶员，超载运输不仅对路
面、桥梁造成严重损毁，也极易发
生交通事故，切勿心存侥幸，害人
害己。

私自为限高架“增高”
“聪明”司机被行拘

遗失声明
雷浩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 证 副 本 一 本 ，证 号 ：
421223102683，特此声明声作
废。

杨柒明不慎遗失土地使用
证一本，土地座落：崇阳县总工
会 院 内 ，土 地 使 用 证 号 ：
010905，房屋面积：96.89平米，
特此声明作废。

湖北新汉口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崇阳分公司不慎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421223559720308；工商银
行崇阳新建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壹 份 ， 核 准 号 ：
J5365000122602，编号：5210-
00717962，特此声明作废。

2019年6月3日

湖北天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21223MA488JW862） 经
全体股东商议同意，即日起予
以注销。谢天崇、谢卫崇为公

司清算组成员，所有债权债务
已清算完成。

特此公告
湖北天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3日

注销公告

徐岳松水果基地位于铜钟乡马
桥村丁家泉山上，由县劳模青年农
民徐岳松于 2006年开始筹建，基地
占地面积200亩。

该水果基地采取大户领头、农
户参与的农村合作社经营模式，集
种植、养殖、休闲垂钓于一体。

目前，该基地有丰水梨100亩，枇
杷30亩，葡萄40亩，其他水果30亩，
平均年盈利达20万元，带动贫困户就
业2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4000元。

全媒体记者 汪淑琴
特约记者 霍世祥
通讯员 余大明 摄

种植水果
闯富路

本报讯 通讯员毛雪飞、兰水月
报道：今年来，崇阳县桂花泉镇围绕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做
好点、线、面上文章，着力推进项目
建设，取得良好成效。

该镇在“点”上强龙头，强力推进
“静脉产业园”建设。静脉产业园位
于官庄村，总投资10亿元，占地面积
约294亩。该园以生活垃圾处理为
依托，预计年处理各种固体废弃物
40 多万吨，生产绿色电力 1.02 亿
度。项目采用“一次规划、分步实
施”的模式，涉及征地156亩，现已完
成66.37亩土地征收；涉及房屋拆迁
70户，现已完成房屋评估工作 70
户，签订房拆迁合同13户，拆除 2

户；完成辖区内所有苕窖拆除和坟
墓迁移工作。

该镇在“线”上抓延伸，全力推进
“雷竹小镇”建设。项目由崇阳县长
富雷竹专业合作社投资建设，建设
地点位于桂花村，总投资10.5亿元，
占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雷竹小
镇”现有种植面积2300亩的成熟雷
竹基地；建立雷竹早出高产实施区、
麻竹越冬试验区，实施面积200亩，
预计产出600万元；今年上半年，官
庄村、桂花村又流转了900亩土地，
新种雷竹幼苗60000棵；做强“竹加
工”二产。为了给竹笋保鲜，“雷竹
小镇”将建设50吨级的冷藏加工房，
通过冷链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做优“竹旅游”三产。按照“处处皆
风景，路路有看点”的理念，全方位
立体描绘景区画卷。目前，崇赵沿
线已完成立面改造66户，栽种树木
700余棵；完成1220米竹制篱笆围
墙的改造；种植荷花20余亩；新修4
公里八字循环观光旅游公路，并在
路两边、房屋两侧栽种杨梅、猕猴桃
等 30 余种果树；建有“百竹博览
园”、“农事体验园”、“文化接待中
心”；湖北省首家集“移动、智能、生
态、人文”为核心属性的“地球仓酒
店”已落户雷竹基地，4幢极具现代
科技感的酒店位于竹林之中，现已
投入使用。

同时，该镇在“面”上求突破，

大力推进“三乡工程”建设。通过
持续推进“三乡工程”建设，全镇各
类项目全面开花。积极开展“市民
下乡”工程。鼓励和引导市民租用
农村空闲农房和农地资源。组建
招商引资专班，前往广东招商，鼓
励双港村在外能人陈敏回乡创办
湖北一窝疯食品有限公司，投资
3000 万元，在双港村 12 组新建 4
个冰库、1个生产流水线等，经营蔬
菜以及速冻食品的加工、销售，该
公司已于今年4月份正式运营。投
资 100 万元的“正义竹业”占地面
积4000平方米，主要生产竹筷、凉
席等竹产品，带动周边 50 多名贫
困户就业。

桂花泉镇“点线面”结合促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号角已经
吹响，人居环境整治已进入突击攻
坚阶段，崇阳县干群集思广益，共同
助力打造人居环境亮点，绘制出一
幅美丽的画卷。

留住“文化” 彰显魅力

“以前我们这里是穷乡僻壤、破
败不堪，留下的都是一些老的、小的，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现在好了，路宽
了，房高了，人多了，家乡也更加繁华
了。”这是高枧乡一位村民说的。是

什么样的变化让他这般感慨？
走进髙枧集镇，一幅古香古色的

画面扑面而来，对照旧貌新颜，真有
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以往那破旧、
脏乱的“井”字形集镇街道已不复存
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栋栋古香古
色的楼房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
全长1600余米的“井”字形集镇街
道，已然变成了一条集文化展示、旅
游、室外景观、购物、餐饮等功能为
一体的商业文化古街。

龙河古街从今年2月份开始建
设，4月份开始立面打造，文化墙结

合区域位置及文化教育，绘制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乡村振兴等多种
类型的图画，使集镇面貌焕然一新，
提升了区域文化品味，营造出乡村
文明新风尚。

留住“乡愁”“变废”为宝

港口乡党委书记张朝晖介绍说，在
拆除路边破房、旧房时，看见那些古老
的石磨、小石糟、石窗户、古瓦等陈旧的
东西被遗留在现场，不免觉得可惜，忆
起昔日旧时光，仿佛遗忘了什么。

为了找回儿时的味道，留住“乡
愁”，港口乡便有了这样的画面，一
处处既能留住“乡愁”，又能美化乡
村的新型围墙。

走进港口，你会看到路边上、街道
旁、庭院边都搭起了有“乡愁”的特色
围墙。围墙的用料都是收集拆除房
屋的石窗户、石磨、瓦片等这些看似

“废品”的材料，利用废旧古砖加白石
灰做成墙脚，将堆在路边的石磨、石
窗户加以利用，再点缀小石糟、古瓦
片、旧陶罐等，建成了有乡愁、有记
忆、有韵味、有文化的新型景观围墙。

留住文化 留念乡愁

崇阳改善人居环境拓亮点
通讯员 邓伟

本报讯 通讯员揭出、全媒体
记者国文报道：近年来，崇阳县青山
镇紧盯美丽乡村战略目标，全力打
造乡村振兴示范圈，为镇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该镇打造吴城现代农业示范
圈。自2017年以来，青山镇打通团
头咀快捷通道，建设莫名山移民安
置点，引进神鼎山田园综合体项目，

全面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打造农业
示范圈，目前吴城村已建成吊瓜基
地200亩，稻虾共养基地600亩，特
色产业“雷竹+药材”立体种植模
式，发展药材种植面积280多亩，已
经形成“市场化、产业化、现代化、多
元化”的发展路径。

打造华陂龙虾特色圈。2016
年以来，以王红超、王刚、王波为代

表的一批华陂村能人相继回乡创
业，注册合作社，大力发展稻虾共养
产业，澳洲龙虾淡水养殖，“华陂的
虾，吴城的瓜”声名在外，目前，全村
成立专业合作社3家，建成龙虾基
地近 2000 亩，提供就业岗位 300
个，惠及贫困户18户，合作社利用
电商、微商、网络订单销售预售，精
准种养，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立体化、

产业化、信息化的转变。
打造东流乡村旅游圈。围绕

“生态宜居”四字方针全力打造东流
美丽乡村，依托幕阜山旅游公路的
天然优势，全力挖掘大泉洞文化，建
设4A级大泉洞景区，以东流村村委
会为中心，建设东流渔文化村。目
前，东流村已建设人形步道300米，
建设生态停车场2个，完成河道护
砌500米，河螺护砌300米，建成竹
基地800亩，全村已逐步形成春赏
花、夏吃鱼、秋看竹、冬爬山的美丽
乡村。

青山镇建设美丽乡村示范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陶然、甘
源、黄沚瞻报道：5月30日，崇阳
县开展第32个“世界无烟日”宣
传，该县卫健局、爱卫办、疾控中心
联同县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走
进白霓镇小，为孩子们讲解吸烟的
危害，加强孩子们对吸烟危害的认
识，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把
控烟禁烟的意义送进千家万户。

“据统计表明，人类肺癌40%
是由吸烟引起的，而肺癌是癌症中
的重要杀手，更可怕的是二手烟更
是吸烟人数的好几倍，与吸烟人群

一起生活的妻子儿女都是二手烟
的受害者……”活动中县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雷惊从“认识烟草、认清
烟草危害、拒绝烟草”三个方面，详
细讲解了吸烟有害健康的相关知
识，呼吁广大师生认清吸烟危害，
从自身做起，积极创造无烟环境同
时把控烟知识带回家，劝说吸烟的
父母少吸烟或不吸烟。

当天，该活动还以禁烟知识漫
画展板、禁烟宣誓和签名等形式，
引领同学们“拒绝第一支烟，做不
吸烟的新一代”。

崇阳纪念“世界无烟日”

送禁烟知识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陈国清、张继
发、全媒体记者国文报道：5月28
日，崇阳县教育系统2019年基层
党务干部培训会在崇阳职校举
行。全县教育系统各党组织书记、
校长、党务工作者150余人参加培
训。

培训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参
观了崇阳职校党建工作阵地，阅
看了该校近两年的党建资料，分
享了该校党建工作的成功做
法。随后，听取了县委党建办、

县考评办、县委组织部组织科关
于如何加强中小学校党建工作
及如何做好学校党务工作的辅
导报告。

会议要求，讲政治，把党的建
设放在首位；健全制度，用规范的
管理做好教育系统党建工作; 熟
悉党务工作，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功夫，提高业务素质; 规范开展各
项活动，以高质量的党建工作为崇
阳经济发展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
支撑。

县教育系统

给党务干部“加油充电”

走进纪委监委第20个党风廉
政建设宣教月

本报讯 通讯员王植报道：“我的
测试成绩100分”“我的测试成绩只有
80分，还需要加强对党纪法规的学
习”……连日来，崇阳县各乡镇和县直
各单位的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在单位
微信群里纷纷“晒”出全省第二十个党
风廉政建设宣教月网上知识测试成绩。

按照省纪委监委的统一部署，崇
阳县纪委监委第一时间对各乡镇、县
直各单位印发《关于开展全县“宣教
月”党纪法规知识测试活动的通知》，
组织全县干部职工通过“学习强国”平
台、省纪委监委网站及客户端，进入

“楚韵清风”党纪法规测试平台参加知

识测试，以考促学，以学促廉。
据了解，此次党纪法规知识测试

包含《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相关内容。
全县各乡镇、县直各单位、村（社区）单
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参加网上知识
测试，测试将于6月上旬结束。

“通过手机动动手指就能参与答
题活动，既能有效督促自己抓好党纪
法规的自学，又能检验学习掌握的情
况。”该县港口乡小东港村干部金席江

表示，通过湖北纪委监委APP就可进
入到答题程序，并在“楚韵清风学堂”
平台中完成知识测试。

“这种党纪法规学习方式方便、快
捷，利用工作之余可随时随地进行测
试，不仅能及时发现自己对党纪法规
知识掌握的情况，又能督促自己养成
良好学习习惯，做到学有所获。”测试
中，该县广大党员干部对这种“随手
学、掌上测”的学习方式点赞不断。

“通过测试，进一步加深了对党
章党规党纪和监察法的学习。”参加测
试的该县纪委监委机关年轻干部宋奕
行说，“学习测试题中关于党的各级纪
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
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加强对所
辖范围内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遵守党章

党规党纪、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情况的监督检查。这进一步提醒我
树牢‘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严
格履行工作职责。”

“此次网上知识测试活动是全省
党纪法规‘学讲考’活动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该县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何志强指出，在今后的工作、
学习中，纪检监察干部要以此为契机，
充分运用好省纪委监委开发的“楚韵
清风学堂”，带头学好党章党规党纪和
监察法，深入推进“宣教月”和“十进十
建”活动，进一步带动引导全县党员干
部和公职人员增强党性意识、纪律意
识、规矩意识和组织意识，不断增强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贯彻执行党纪法规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考促学 以学促廉

崇阳掀起党纪法规学习新热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张敬报
道：6月2日，县文联组织全县各协
会文艺爱好者40余人深入到铜钟
乡开展文艺采风创作活动。

采风活动中，采风团成员们先
后参观清水村百果园茶园、马桥村
茶旅度假区、果园、中药材基地、铜
钟村柿子园、独石村蔬菜观光园、
在下村中药材基地、佛岭村蓝莓基
地、大岭村文化礼堂、坳上村田园
综合体等铜钟乡产业基地。每到
一处，采风团成员们都与讲解员亲
切交流，细心询问，为自己的创作

汲取更多的灵感和源泉。成员们
纷纷表示，被铜钟乡近年来翻天覆
地的变化所震撼，将用手中的“妙
笔”助力铜钟乡美丽乡村建设，提
升乡村旅游景点的文化品位，提高
铜钟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座谈会上，副县长、铜钟乡党
委书记杜兵对各位团员们来铜钟
采风表示热烈欢迎，并详细介绍了
铜钟乡的基本概况、发展成就、产
业项目及发展规划，希望大家以本
次采风活动为契机，多出精品佳
作，为大美铜钟点赞。

县文联组织开展采风活动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建设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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