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5 日，点点共享电单车正式
“登陆”崇阳市场，短短几天，越来越多
的市民喜欢上了这个“小黄车”。

自此，崇阳大街小巷上都能看到
它的身影，一排排的小黄车整齐停在
投放区域，也成为了城市的一道小风
景。

可是，记者发现很多的不文明现
象。

首先出场的是“任性”代表队，路
边、车道、环岛、花坛都能看见“小黄
车”的身影。

再次是“小顽童”代表队，按规定：
“小黄车”不允许 16 周岁以下未成年
人乘骑，但是记者发现，有不少的未成
年人在骑“小黄车”,甚至是骑“小黄
车”嬉戏玩耍。

最后是“技术”代表队，“小黄车”
本是设计单人骑行的，记者发现有不
少市民多人乘骑，这样安全吗？

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提升了，
不知市民“软件”准备好了吗？可想而
知，如果不文明的用车行为继续存在，
将导致城区居民很快失去“小黄车”。

文明创建
监督岗

不文明现象在街头上演

小黄车“很受伤”
全媒体记者 邹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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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与服务
崇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协 办

本报讯 通讯员柳军霞、陈洪浩
报道：新学期开学季，崇阳县市场监管
局肖岭监管所执法人员已检查学校超
市及周边食品店13家，下达整改通知
书 4份，约谈相关责任人 5次，立案查
处违法案件 1起，查扣“五毛食品”3.7
公斤。

崇阳县有 101所学校、84所幼儿
园，76682名在校学生，11607名学前
儿童，16500余名义务教育阶段寄宿
学生。对此，崇阳县市场监督局管理
局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守护学校
安全。

督查学校安全主体责任。县食安
办联合县教育局、公安局、农业农村局
等部门对全县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校长陪餐制度、食品安全工作
机构、安全责任追究机制、岗位安全教
育培训等进行督查，盯住风险点，明确
责任链，压实各级各类学校食品安全
监管责任，确保经营者的主体责任落
实落地。

排查学校食堂安全隐患。县市场
监管局执法人员重点对原料采购、餐
具消毒、人员健康、环境卫生、加工制
作、消防安全等环节进行排查，共排查
学校食堂 92家，校外培训机构“小饭
桌”6家，校外托管机构食堂 13家，消
除食品安全隐患 43条。并将全县获
证 69家生产企业和 30家小作坊的名
单下发至各学校，要求学校食堂严把
食堂食材原料进货关、验收关、储存加

工关、消毒关等，从源头消除校园食品
安全隐患。

检查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以学校
及周边200米范围为重点检查区域,以

“五毛”食品、奶制品、现场制售食品为
重点检查对象，仔细检查是否具有营
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否落实进
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食品外包装是
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内容，共检查学校超市 87家，下达整
改通知书15份，约谈责任人5次，查处
2起违法案件，查扣“五毛食品”19公
斤，有效净化了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环境。

核查学校收费价格。采取“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监管方式，对 84所幼

儿园、3所高中、12所初中、83所小学
等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所特殊
学校的收费进行抽查，对未按鄂价费
【2017】5号、咸市教【2018】23号、崇教
文【2018】59号文件规定执行的单位
进行整改，并畅通 12315投诉举报通
道，公布 3812315举报投诉电话，做到
快速受理、快速调查、快速处理，切实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和满意度。

遗失声明
湖北示阳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湖北示阳农牧股
份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特此声
明作废。

黄琴不慎遗失土地使用证
一本，土地座落：四季花城花城
大厦1单元803室，土地使用证
号：（15）1670，面积：10.14平米，

特此声明作废。
代移明不慎遗失房产证一

本，房屋座落：天城镇沿河路
（天城水泥制品厂）幢号一单
元，房号 402，面积：127.51 平方
米，不动产权证号A12020，特此
声明作废。

2019年9月9日

为了进一步加强天城城区
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有效保证城
区道路秩序畅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在城区以下路段设
置电子监控抓拍系统，进行交通
禁行及禁停。

1、解放路桃溪路口禁止车
辆停放及左转。

2、实验一小门口全路段禁
止车辆停放。

3、工会路口东禁止车辆停
放。

4、新建中路全路段禁止车
辆停放。

5、崇阳大道住建局门口路
段禁止车辆停放。

敬请广大驾驶员严格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
驶。

崇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2019年9月4日

崇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公 告

高举监管利剑 守护食品安全

崇阳紧盯学校风险点不松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张敬、邹兰、通讯员金
莎、章戈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公安机关反恐维稳和
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深入开展“秋季大练兵”活
动，9月 4日上午，崇阳县公安局组织巡特警等警
力开展武装实战拉动行动。

上午9时，市公安局出动8台装甲防爆巡逻车
准时到达崇阳参加拉动行动。巡特警20人携带武
器装备，整装列队。随后，12台特种警用车辆从集
结地出发，沿设定线路开始武装巡逻。

巡逻车队以县公安局为起点，途径县人武部、
崇阳一中南大门、大集中学、崇阳三小、龙阳高中、
崇阳五小、天城中学、县第二幼儿园、县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中立寄宿学校，最终在崇阳高速公路出
口、崇赵线鹿门段武装设卡盘查过往车辆。巡逻
期间，城区治安情况良好，受盘查的过往车辆主动
配合，群众对公安工作全力支持。

本次武装实战拉动是公安机关加强社会巡逻
防控、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一次重要行动，对
提高公安机关的见警率、管事率，确保巡逻防控工
作全覆盖、无死角，推进“平安崇阳”建设、提升群
众“一感两度”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加强巡逻防控 提高实战能力

崇阳警方展开“秋季大练兵”行动

静候玫瑰花开
9月7日，在崇阳县铜钟乡“花语

石”观光园，记者看到村民正在为玫瑰
花树浇水，清理杂草，为十月份的玫瑰
花展做准备。

铜钟村村支书黎萍介绍，“花语
石”观光园项目由湖北自然美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1.2
亿元，坚持“以花为媒、以石为基”的企
业理念，建设室内玫瑰大棚 60 个，景
观石打造，高标准园艺大棚等，将成幕
阜山旅游的又一大景点，也将成为当
地村民致富奔小康的又一大助力。

全媒体记者 汪淑琴 沈小龙
通讯员 艾淼 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邹兰报
道：9月 5日，崇阳县启动 2019年
关爱退役军人“慈善一起捐”活
动，为各级退役军人关爱基金筹
集资金，帮助困难退役军人及其
它优抚对象解决困难，营造社会
各界关爱退役军人、尊军爱国的
浓厚氛围。

据了解，2019 年关爱退役军
人“慈善一起捐”活动，以“献礼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致敬最可爱的
人”为主题，活动时间为 2019年 8

月 20日至 9月 30日，可以通过现
场捐赠统一汇入慈善基金账户，
也可以通过单位或个人通过腾讯
公益“退役军人关爱计划”微信页
面进行网络捐赠，还可以通过单
位或个人通过向湖北省慈善总会
崇阳县退役军人关爱基金的官方
账户汇款进行捐赠。

活动启动现场，参会人员纷纷
慷慨解囊，共捐献爱心款10350元，
县经济开发区24位企业家现场签
订捐赠意向书，捐款68.5万元。

崇阳启动“慈善一起捐”活动

关爱贫困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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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乡充分发挥无职党员作
用，着力加强乡村治理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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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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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村庄人
居环境保持干净、整洁、舒适。

该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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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钟乡坚持党建引领

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丁俊伟、刘
智利报道：“石城分局目前涉及到
减免税的企业均是备案类，所以需
要了解这些企业的具体经营范围，
同时还要明确在进户之前做好哪
些准备工作……”近日，在崇阳县
税务局石城税务分局的会议室，正
在进行一场业务培训，由分局负责
人授课，对即将开始的减免税清算
工作进行一次“考前补课”。

该分局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减
免税清算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同时还用提问的方式活跃课堂气
氛，增强培训实效。

此次专题培训，有利于减免
税清算工作开好头、起好步，让年
轻干部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加速
他们的成长步伐，从而提升工作
质量，保质保量完成今年减免税
清算任务。

石城税务分局举办专题培训

助力减免税清算工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君
益、通讯员柳军霞报道：近日，崇
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
2019 年放心消费评议活动启动
会，确定将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
展“消费者评议供水、电、气、油、
网络、通讯”活动。

该活动主要通过“看”“查”“访”
“评”四种方式进行评议，评议步骤
分自查阶段、宣传展示阶段、社会点
评阶段、明察暗访阶段、网络投票阶
段、评委集中评议阶段。评议结果

的将总结通报，对不合理的地方进
行劝谕整改，调解矛盾纠纷，移交转
办侵权行为，公开曝光整改不落实
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单位。

通过开展评议活动主要目的
是督导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推
动消费维权社会共治，大力营造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进一步提
升我县消费环境的安全度、经营
者诚信度、消费者满意度，切实服
务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崇阳开展消费评议活动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