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鄂楷模·最美退役军人”
孔庆平 1991 年

12月步入军营，1994年
退伍回乡。孔庆平一直
坚持推进家乡公益志愿
服务事业，先后创办了
通城县爱卫志愿者协
会、小红帽志愿者协会，
发展分会14个、志愿者
1067人，创建了“知心
妈妈——关爱留守儿童
情感驿站”“一山两河三
街六校”“小红帽——助

残”等知名志愿服务品牌，组织开展的“寻访百岁老人”
“助残扶困·关爱三留守”、关爱特定群体“冬暖行动”“保
护母亲河”等大型公益行动，受益群众达10000多人，为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王文教 男，1971
年2月出生，通山大路乡
人。2013 年，他带着
3000多万元在外创业积
累的资金回到了大路乡，
拓荒、开建、搭棚、育苗，
变身“孔雀老板”，开启了
自己人生的二次创业。

他将孔雀幼仔交给
贫困户寄养，提供技术
和饲料，带动 40多个贫
困群众领养孔雀 7000

多只，户户年均增收上万元。按照计划，今年又将有至少
150 户贫困户加入孔雀养殖的大军。省委书记蒋超良到
通山县调研时，了解到他发展人工养殖孔雀产业推动扶
贫的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王林 湖北省嘉鱼
县城管执法局二乔公园
的一名保安，现年 51
岁，退役军人。因工伤
失去左臂，多年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退役不
褪军人本色，发扬军人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弘扬社会正能量，讲
好退役军人好故事。并
先后4次奋不顾身跳进
江水中勇救落水者 4

人，被誉为“独臂侠”，被市、县评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组织部、退役军人事
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等军地相关部门联合表彰为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郑卫平 1967 年
12 月出生，1983 年参
军。在部队期间，曾2次
荣立个人三等功，先后
13次受师团以上表彰。
1996年转业后，不仅被
评为“优秀公务员”，还先
后9次受到市委、市政府
表彰；2014年被省委、省
政府记“个人二等功”。
2016年5月，担任通城
县精准扶贫工作团团长，

并兼任望湖村“第一书记”，一直坚守在扶贫一线。期间，先
后被通城县评为劳动模范、扶贫之星，2017年被评为全市

“十大扶贫之星”，2018年5月被评为湖北省先进工作者 ，
2019年3月被评为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倡导好风尚 弘扬正能量
—— 2019年6至8月“南鄂楷模”上榜人物事迹速览

日前，经全市各地各部门推荐，市委宣传部组织评审，

确认徐赐建等8人为今年6至8月“南鄂楷模”上榜人物，孔

庆平等4人为“南鄂楷模·最美退役军人”。现将他们的事迹

摘登如下，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社会主义道德的阳光温暖人间，让文

明的雨露滋润社会，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提供强大精

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罗 强 男 ，
1960 年 12 月生，
连续两次担任驻村
扶贫干部，其中：
2015 年 10月任工
行咸宁分行驻通山
县夏铺镇西湖村扶
贫 工 作 队 队 员 ，
2018年2月任工行
咸宁分行驻通山县
夏铺镇青山村扶贫
工作队队员。2018
年12月17日晚11
时29分，罗强突发
疾病病逝在驻村工

作岗位上。
罗强走了，他虽然没有看到所在村“脱贫摘帽”的那

一天，没有走到工作退休那一天，但他的事迹、他的精神，
将激励千千万万干部和群众，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引领山
区群众早日过上美好新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

咸宁消防救援支队特勤中队 该队始建于1998年
12月。目前，该中队编制45人，其中干部 5人，消防员40
人，现有执勤车辆共计17辆，共计载水量88.1吨 、泡沫
10.6吨、干粉2吨 。

2015年至2018年，该中队连续四年被省消防总队评
为“先进中队”；2016年、2017年中队党支部被省消防总
队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017年中队被省公安厅记
集体三等功，中队团支部被团市委表彰为全市“五四红旗
团支部”；2018年被支队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019年
被总队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刘传禄 男，
1974年 7月生，湖
北三赢兴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共党员。

刘传禄是幕阜
山区土生土长的农
民儿子，因为家境
贫穷，高中时代辍
学外出打工谋生，
通过边打工边自学
考取了本科文凭，
并在工作实践中掌
握了摄像头生产加
工的专业技术，创

办了一家资产3.86亿元、员工1400人、信誉极佳、业绩良
好的现代化、科技型集团公司。

该公司是2012年内迁到通城以来，先后捐资630万
元用于赈灾和慈善事业，为带富一方群众、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徐赐建 1963
年生，中共党员，现
任通山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从事优抚安
置工作 22 年。他
以“退役军人都是
我的亲人，退役军
人事务局就是他们
的娘家”的信念，始
终坚持全心全力为
退 役 军 人“ 解 四
难”，让退役军人在
医疗、就业、生活和
住房问题上无后顾

之忧，并在全县探索成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退役人员、铀矿
开采退役人员、8041参试退役人员、防御作战退役人员、援
越抗美退役人员等5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将从参战、参试
和铀矿开采部队退役的1294名军人全部纳入服务范围，实
现了服务对象全覆盖，开创了退役军人“零上访”的局面。

吕红明 男，
1972 年 4月生，湖
北科技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麻醉科主
任，1994年入职“附
二医院”从事麻醉工
作 ，承 担 着 每 年
2000多人次的麻醉
任务，其中：静脉全
麻达1200多台次；
同时还兼负全院急、
危、重病人的抢救工
作，只要出现抢救危
情，他总是冲在最
前面的那个人。

2016年，吕红明主动报名参加中国援非医疗队暨湖
北省第25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并于2017年3月踏上
征程，在北非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艰辛工作。2年间，他独
自完成了3000多台妇产科病人的麻醉工作，无一意外，
无一事故，被中国医疗队总队部授予“先进个人”。

艾国荣 男，
1975年2月生，咸宁
市温泉中学高级教
师。先后荣获全市

“模范班主任”、“骨
干教师”等。

艾 国 荣 从
2001年开始担任全
寄宿班班主任，一
干就是12年。既是
老师，又被学生亲
切地称为是“编外
父母”，无论白天和
黑夜，只要学生有
困难，他从不言累

和烦，深夜十二点陪护学生到医院打针也是常有的事。
从教20年来，他坚持每个星期在交流本上和每个学

生交流，不少后进生在他的用心交流下变得积极向上。
不论严寒酷暑坚持家访，先后走访了300多位学生的家
庭，用知识改变了许多家庭孩子的未来。

刘建平，男 ，
1969 年 1月生，通
城县委宣传部新闻
科副科长兼工会主
席 ，中 共 党 员 。
1990 年参加工作
以来，一直从事新
闻宣传工作，每年
在中央、省、市级报
刊发稿 200 多篇，
拍摄近千张图片入
选国家图库。

参 加 工 作 30
年来，刘建平先后
在中央、省、市报刊

发表新闻稿近1万篇，出版新闻文学作品专著2部，先后
100多次荣获各类新闻奖，30余次被《湖北日报》评为模
范通讯员、《咸宁日报》优秀通讯员和特约记者，用实际行
动把自己的青春化作一腔热血，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新闻
事业。

王英华 男，
1962 年 1月生，中
共党员，咸安区官
埠桥镇政府副科
级干部，主要负责
项目拆迁、环境整
治、工会等多项工
作。

今 年 5 月 17
日上午11时许，正
在组织开展拆围
工作的王英华，突
然身体不适，晕厥
失去意识，倒在斧
头 湖 畔“ 退 池 还

湖”现场，再也没有醒过来。
王英华不仅工作认真负责，而且还悄悄用自己业余

写作取得的稿酬和平时节俭下来的工资资助 3名贫
困中小学生完成了学业，用敬业奉献精神活出了自
己的风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和《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
规则》等有关规定，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政府批准，咸宁市咸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10月14日，
在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咸安网挂G（2019）23-29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授权咸宁市咸安区国土
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简介（宗地的四至见挂牌宗地图）

二、竞买人资格及其他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均可通过网上注册参加报价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联合申请应明确联合竞投所涉及的企业出资比例、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人），参加竞买须提出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
求提供的相应文件资料。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不设底价，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咸
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五、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操作说明》和
《咸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人可登录咸
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http://219.139.108.3/GTJY_HBXN/#）
查询。申请人可于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10月12日，在网上浏览或下载
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参加竞买。

六、本次网上挂牌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12日下午16时，
网上报价时间为2019年10月3日上午8时到2019年10月14日上午10时，
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加价的，系统将自
动转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咸宁市咸安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不
另行组织现场踏勘和地块情况介绍，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八、如果在使用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上交易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或
困难，请在分清问题类型的同时，与下列有关工作人员联系：

土地交易业务及网上技术咨询电话:周主任0715-8386569
数字证书办理及咨询电话：周女士15971562219

咸宁市咸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地块编号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主
要
规
划
指
标

规划用途

出让年限

履约保证金
（万元）

挂牌起始价
（万元）

容积
率

建筑
系数

建筑
层数

建筑
高度

绿地
率

咸安网挂G
[2019]23号
咸安经济开发

区园内
56747.75

（85.12亩）

≥1.0
≥40%

-

-

≤15%
工业用地

50年

542

1084

咸安网挂G（2019）
24号

咸安经济开发区
107国道西侧

5454.25（8.18亩）

≥1.0
≥40%

-

-

≤15%
工业用地

工业50年

60

117

咸安网挂G
（2019）25号
咸安经济开发区

园内
9999.96（14.99

亩）

≥1.0
≥40%

-

-

≤15%
工业用地

工业50年

100

193

咸安网挂G
（2019）26号
咸安经济开发

区园内
15723.67（23.58

亩）

≥1.0
≥40%

-

-

≤15%
工业用地

工业50年

152

304

咸安网挂G
（2019）27号
咸安经济开发区

园内
19048.93（28.57

亩）

≥1.0
≥40%

-

-

≤15%
工业用地

工业50年

185

368

咸安网挂G
（2019）28号
咸安向阳湖镇甘

棠村
32366.72（48.55

亩）

≥1.0
≥40%

-

-

≤15%
工业用地

工业50年

270

538

咸安网挂G
（2019）29号
咸安向阳湖镇甘

棠村
18473.27（27.7

亩）

≥1.0
≥40%

-

-

≤15%
工业用地

工业50年

157

307

咸安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咸安网挂G（2019）23-29号

我公司于2019年 9月 6日在《咸宁日报》刊登的房产拍卖公告原定于
2019年9月27日（星期五）上午9：30时在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六楼会议室）举行的拍卖会，现将拍卖地址变更为嘉鱼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09室（嘉鱼大道1号），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湖北荣达诚拍卖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变
更
公
告

阮晓领遗失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具
的湖北省医疗单位门诊收费票据一张，号
码：0021125233，金额524元，特声明作废。

湖北香泉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0073193931M，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成功网吧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22302000003524，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投资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421200728329204，特声明作
废。

咸宁市投资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22300000009496，特声明作
废。

咸宁市投资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728329204，特声明作废。

吴宇星遗失高级经济师资格证书，管
理号：L0002014224950，批准文号：鄂职
改办[2014]15号，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君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咸宁南山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360001345101，账 号 ：
17685201040010361，特声明作废。

湖北供销惠侬物流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危险品运输车鄂L1F927号车辆营运证、行
车 证 ，营 运 证 号 ：鄂 交 运 管 咸 宁 字
421202400063号，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应急管理局王立霞(女)、王卫(女)
遗失湖北省行政执法证，执法证号分别为：
Z110629007、Z110628015，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咸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咸宁市扫黑办举报电话、邮箱、信箱
举报电话：0715-8126078
举报邮箱：xnsshb@163.com
举报信箱：咸宁市咸安区双鹤路16号市委政法委扫黑办（邮编：437100）
咸宁市公安局举报电话、邮箱、信箱
举报电话：0715-8172205，110
举报邮箱：xnshce@163.com
举报信箱：咸宁市温泉淦河大道18号咸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邮编：437100）

7版
2019年9月11日 星期三

E-mail:xnrbxwb＠163.com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柯常智

电话：0715－8128722 专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