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起，列车运行图调整

武咸城铁减少至11对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通讯员何

热新、陈东芳、谢岩松报道：日前，记者
从铁路部门获悉，7月10日起，全国铁
路将开始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经停我
市动车、城铁有变动，涉及新增列车、停
运列车、列车时刻、运行区域等变化。

咸宁北站通过列车共计增加6列，
其中新增14列，减少8列；运行区间发
生变化的旅客列车2列；出现列车时刻

调整的共24列，其中G1161次武汉-
广州南，发车时间推迟50分钟，剩余
23列调整时间均为30分钟以内。

赤壁北站调图后开行旅客列车减
少2列，共46列(含1对共线列车），均
为通过车。其中日常线增加4列，停运
4列，周末线停运2列；有一趟列车发生
运行区段调整；6个车次出现时刻调
整，调整时间均为30分钟以内。

武咸城铁由 15对减少至 11对。
其中：武昌—咸宁南9对、汉口—咸宁
南2对，均为日常线。主要变化为：(1)
取消高峰线4对。汉口(武昌)—纸坊东
C5041/2、武昌—咸宁南C5043/4、武
昌—纸坊东C5045/6、武昌(汉口)—咸
宁南 C5047/8。 (2)运行区段调整 2
对。C5007/8次运行区段由武昌—纸
坊东调整为武昌—咸宁南；C5027次运

行区段由武昌—纸坊东调整为武昌—
咸宁南；C5028 次运行区段由纸坊
东—汉口调整为咸宁南—汉口。

咸宁火车站取消K224列车咸宁站
停点，原先是早上5:41分停靠咸宁站。

此次旅客列车调整图自2019年7
月10日零时起实行。铁路部门提醒，
如需要了解调图具体变化和列车开行
详情，请关注12306网站或车站公告。

我市推进ETC安装

今年底将新增12万用户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报道:3日，

记者从全市推进高速公路ETC发展工
作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底我市将新
增ETC用户12万户，汽车ETC安装率
达到 80％以上，通过高速公路车辆
ETC使用率达到90％以上，高速公路
基本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目前，我市汽车保有量25.2万，已
安装 8.26 万，现有 ETC 安装率不足
33%，需要新增12万，每月平均需要完

成2万户，每天平均需完成667户。
为高效落实推广工作，我市将在7

月底前完成全市公务、特种车辆车载
装置安装。从8月1日起，全市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对所属车辆实行
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发票报销。我市
还将先鼓励和引导全市干部职工自有
车辆全部安装使用，加快组织道路客
运、出租车（网约车)、租赁汽车、货运车
辆等安装使用ETC。

工行、建行、农行、中行、邮储银
行、农商行等6家ETC合作银行将推
出拓展安装服务网点，通过网银、手机
银行等互联网渠道资源开展线上发
行，ETC车载装置免费安装等各项业
务推进ETC安装使用。

【相关链接】ETC是指不停车收费
系统，车辆在通过收费站时，通过车载
设备实现车辆识别、信息写入(入口)并
自动从预先绑定的IC卡或银行帐户上

扣除相应资金(出口)，是国际上正在努
力开发并推广普及的一种用于道路、
大桥和隧道的电子收费系统。自2019
年7月1日起，对通行湖北省的ETC车
辆实行通行费不少于5%的无差别基础
优惠。自2020年1月1日起，除国务院
另有规定外，湖北省出台的各类通行
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均依托ETC系统实
现，未安装 ETC 车载装置的车辆不再
享受相关政策优惠。

6月27日，骄阳似火。在通城县
大坪乡南山村二组周家山富硒生态
西瓜基地，县统计局精准扶贫工作组
一行蹲在地里查看西瓜长势。

“看看这个又大又圆的西瓜，至
少也有20多斤，再过几天就可以采摘
上市了。”“第一书记”汪李斌抚摸着
地里的大西瓜乐得合不拢嘴。

“西瓜口感怎么样？甜度够不
够？”在看管大棚里，基地负责人李果
摘下一个大西瓜，切成块分给大家品
尝，征求意见。“这个西瓜吃起来清甜
可口，是正宗的生态有机西瓜哟！”工

作组小罗尝了一口，称赞不已。
今年春季，工作组了解到，南山

村土质肥沃，富含硒元素，适合种植
水果、蔬菜等作物。

贫困户李果刚采收完一季羊肚
菌，工作组就找到他，商量种植富硒
生态西瓜的事。

“我们采取‘合作社＋基地＋贫
困户’模式，向周边农户流转40亩土
地，开发‘西瓜羊肚菌’复种基地。在
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有效提高
土地利用率，改善土壤土质。”汪李斌
向李果介绍了复种基地的各种好处。

说干就干，4月上旬，在县统计局
精准扶贫工作组的大力支持下，先后
投资20万余元，购买西瓜种苗、饼肥
等，从县农业农村局聘请资深专家，
全程进行技术指导。

“为确保西瓜生态有机，基地全
程施用牛粪、菜粕等有机肥。禁用化
学除草剂，吸纳贫困户人工除草。采

取扦插松枝，喷洒艾草汁和辣椒水勾
兑的生物杀虫剂，进行虫害防治。”李
果介绍说。

据了解，该基地预计产出西瓜20
万斤，销售额可达40万元，实现净利
润20万元。同时，还可以带动20余
户贫困户就业，户平增收2000元，促
进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余元。

西瓜地里话丰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陈婉

养孔雀
奔富路

2 日，通山县大路乡新桥冯村，
村民夏杏卷在孔雀基地为孔雀喂食
添水。

此前夏杏卷丈夫患重病，一家
人生活困难。2016 年起，在扶贫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帮助下，夏杏卷
挂靠大户养殖孔雀，今年养殖200只
孔雀可获得两万元养殖费，同时还
在她家附近的果匠小镇务工，每个
月收入 2500 元左右。能顾到家，有
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夏杏卷爱人的
精神和病情逐渐好转，一家人脱了
贫，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孔帆升
通讯员 徐世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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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天气预报：预计5～6日受中低层偏南气流影响，多云，局部阵雨；7日受低层切变线影响，多云转小到中雨。具体预报如下：5日：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24～31℃；6日：多云，偏南风1～2级，24～32℃；7日：多云转小到中雨，偏南风1～2级，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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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第二届会长（扩大）会议

本报讯 记者王恬、实习
生罗欢欢报道：4日，我市召开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二届会
长（扩大）会议，副市长、市知联
会会长刘复兴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传达学习了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同志
在湖北考察调研讲话精神。安排
部署市知联会今年下半年工作。

会上，各副会长围绕调研
课题、建国70周年系列庆祝活

动、“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
立业新时代”主题活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方
面进行了讨论发言。

刘复兴要求，市知联会要
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坚持胸怀大局，积极参政议政；
发挥作用，立足本职服务发展；
保持活动常态化，不断加强自
身建设。要把知联会办成一个
有声有色、有凝聚力的组织，成
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作
为、有影响的一支重要力量，同
心协力服务咸宁高质量发展。

6月29日，通山县委统战部组织百余名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赴厦铺镇冷水坪村缅怀革命先烈，开展系列红色主题教育
活动，激发大家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坚定大家知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的决心和自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会文 摄

眼下，正是南瓜成熟的季节。2
日，走进嘉鱼县潘家湾镇，武嘉公路
上，满载南瓜的农用车、大货车络绎不
绝。

潘家湾镇是南瓜主产区，潘家湾
村、肖家洲村、四邑村等武嘉公路沿线
的几个村，南瓜种植更为集中。

每到成熟季，村民们便将南瓜堆
放在公路两边，绵延数公里，成了“嘉
鱼一景”。

可今年，武嘉公路上再也不见随
处堆放的南瓜了。

南瓜去哪里了？
在武嘉公路沿线，记者注意到，很

多农户将南瓜堆放在自家门前，没有
一处占道堆放的问题。

与四邑相邻的肖家洲村，是潘家
湾镇南瓜种植规模最大的村。

在离武嘉公路约一公里的武深高
速高架桥下，一台挖机正在平整场地。

相隔不远，肖家洲村蔬菜经纪人周
德雄正在从拖拉机上卸货。这个干了
20多年蔬菜代收的经纪人，今年首次把
南瓜堆在了高速路桥下的集中堆场上。

“今年好了，集中堆场修在瓜地不
远，运输存放都方便不少。”周德雄说，
往年收上来的南瓜，都要占道堆放，很
不安全，去年还因为南瓜占道堆放，引
起两起交通事故。

肖家洲村副主任杨登左告诉记
者，该村种有南瓜6000亩，年产量在
2000万斤左右。往年，由于场地限制，

村民们都将南瓜堆存在路边，堆放过
程中破损、烂掉的南瓜或丢进路边的
百里长渠，或直接丢在路上，污水横
流，既影响交通安全，又破坏环境。

今年，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的推进，潘家湾镇要求各村不得在
路边堆放南瓜。南瓜堆场的问题，就
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杨登左介绍，为巩固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果，切实解决农户实际困难，
今年5月，肖家洲村通过潘家湾镇党委

政府，主动与武深高速管理段协商，获
准在高速路桥下平整场地，修建集体
堆场。

“我们准备将肖家洲村境内这段
高速桥下的场地全部平整出来，建成
一个面积约为八万平米的集中堆场。”
杨登左说，目前，该村已投入30多万
元，拉运500车土石方平整场地。堆场
全部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农户实际困
难，同时也有助于产品的集中储存和
装车运输，助推蔬菜种植产业发展。

路边的南瓜去哪里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通讯员 李强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来自一线的蹲点见闻

省市场监管局调研组来咸

调研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等工作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通

讯员江志鹏报道：4日，省市场
监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詹
永杰一行来咸调研市场监管体
制、商事制度改革及本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等工作情况。

调研组先后深入咸安市场
监督管理局基层所、高新区海
威复合材料、奥瑞金2期等企业
了解基层所人员职能配置，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

座谈会上，围绕商事制度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安全监管、
质量提升等方面调研组听取我
市相关部门的情况汇报。

调研组要求，要全面深化
改革，继续深入全面合作，处理
好市场监管与发展、市场监管
与服务、一般监管与重点监管
的关系，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在
安全监管上，要采用新思路、新
举措，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建
立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秩
序，服务咸宁绿色高质量发展。

调研组一行还调研了咸宁
公园城市标准建设、“国际标准
化 组 织 ISO/TC268 年 会 ”、
2019“一带一路”国际茶产业发
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叶大会
筹备等相关工作。

朱庆刚到赤壁调研时要求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

讯员李臣报道：7月4日，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
任朱庆刚，到赤壁市调研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朱庆刚察看了赤壁市融媒
体中心“一中心·八平台”基本
构架展示大厅、调度指挥中心，
观看了赤壁市媒体融合改革发
展宣传片，详细了解“云上赤
壁”赤壁纪检栏目建设、媒体融
合宣传、融媒体问政、改革取得
的成效等情况，要求继续深化
纪检监察媒体融合发展，传递
全面从严治党更强音。

朱庆刚要求，要认真学习
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省纪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基调，守住安全底线，推动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持统筹
兼顾，协调推进各项工作，要按
照年初各项工作计划认真总结
梳理，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要强化规范，全面加强自身
建设，深入推进派驻（出）机构内
部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规范化、
制度化；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
建设，强化自身监督管理，坚决
做到自身过硬，严防“灯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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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正华，男，汉族，湖北嘉
鱼人，1970年1月生，大学学历，
文学学士学位，1993年7月参加
工作，1992年1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市公安局咸安分局
副局长、党委委员、正科级侦察
员，市公安局禁毒工作支队政
委、支队长，崇阳县公安局党委
书记、局长、督察长、崇阳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现任崇
阳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
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
拟任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公示时间：2019年7月5日

至2019年 7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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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4日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