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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汪立光、艾治芬于2020年5月1日不慎遗失身份证两张，号码分

别为：422325196001253212、422325196209243224，特此声明作废。
陈晓林（422325197211170014），不慎遗失私章一个，特此声明作废。
金定珍不慎遗失土地使用证一本，房屋座落：天城镇仪表路安置

街，面积：100平方米，证号：（09）0373，特此声明作废。
金定珍不慎遗失房产证一本，房屋座落：天城镇仪表路安置街，

单元 1，房号 105、106、107、108，面积：85.48 平方米，房权证号：
AN12303，特此声明作废。

程银霞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21223MA4AQT3895，注册号：422325600177121，特此声明作废。

2020年5月6日

崇阳县二参贸易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23MA4942GR23)因工作
需要，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更换徐正搬财务印鉴章，自公告

之日起徐正搬财务印鉴章在公
司财务上停止使用。

特此公告
崇阳县二参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5月6日

崇阳县二参贸易有限公司公告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沈二民、邹
辉、通讯员廖鸣虎报道：“悬壶济世，妙手
仁心”、“杏林春暖、德艺双修”，一面面锦
旗一个个故事，让崇阳县高枧乡卫生院
声名鹊起，让鄂赣边界山区群众患者有
口皆碑，不惜远道慕名而来，好评如潮。

高枧乡是有名的革命老区，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荣桓、张体学、陈
寿昌等曾率部在这里浴血奋战过，留下
了红军医院、红军桥、老县政府旧址等
一大批革命遗址。他们为战士们治病

疗伤，由于那个年代西药奇缺卫生员们
就到处寻访民间草药郎中，积累验方。
这里的中医药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高枧乡卫生院地处高枧乡的中心
地带，是县中医院的附属医院，类似四
合院结构,依山傍水，环境优美景色怡
人，是一所中西结合突出中医特色的
综合性医院。

自 2017年来，高枧乡卫生院的国
医堂办得有声有色，远近闻名，无论是
中医中药还是理疗、康复都颇有特

色。由于这里是两省三县交界处，交
通便利，四通八达，除了为本乡的一万
多名群众提供基本的预防、保健、医疗
等服务外四邻八乡的病人也是慕名而
来，满意而归。高枧村 8组王亮初因
风湿严重，在外多处求医，仍是无法行
走。就在她感到绝望并抱着就近“最
后一试”的情况下，找到乡卫生院国医
堂坐诊大夫廖一秋时，他通过望闻问
切，最后以中医中药结合诊疗，结果仅
吃了半年的中草药就恢复了知觉，现

已能正常吃喝拉撒，且能缓慢行走
了。她高兴地对记者说：“廖医师是个
好中医，治疗效果好，收费便宜合理，
每个家庭承受得起！”

据高枧乡卫生院院长周立民介
绍，国医堂自开设以来，极大地方便了
鄂赣边界的山区群众，周边县及乡镇
患者经口口相传后，均慕名而来，每天
接诊就诊络绎不绝，仅中医中药治疗
就诊人数已突破 2万人次，几乎占全
年业务量的90%以上。

高枧有个“国医堂”

本报讯 通讯员雷海鹏报道：今年
来，崇阳县青山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针对
防汛工作毫不松懈,确保防汛责任到
岗到人。目前，该镇共投入铲子等抢
险工具 100件，扩音器 30个，照明灯
50个，棉被 100床，救生衣 20件，砂石
料 60立方，彩布条 400平方，编织袋
400个，机械设备15台。

该镇抓组织领导，做到“库”有

人。成立青山镇防汛指挥部，及时调
整充实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出台《关于
调整青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部分成员
的通知》，立足“安全第一、常备不懈、
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班子成员包片
区、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重点水库，
衔接好防抗救的责任链条，形成合力，
确保责任人随时到位。明确青山镇 8
个小型水库防汛责任人和专管人员的
分工和职责，成立 26 支专业防汛队

伍，共计 520人，进行水库抢险、湖泊
抢险、山洪灾害3次演练。

抓隐患排查，做到“心”有底。对
全镇新挖水塘、险塘险库、冲头叉尾独
居危旧房屋等迅速开展拉网式排查。
针对逃生路线、避险处，往年暴雨天气
出现滑坡等易发生事故地段进行细致
检查，排查隐患，确保出现暴雨天气，
心中有底。截止目前，青山镇共出动
检查人员 372人次，排查新挖水塘 22

个、险塘险库 20个、冲头叉尾独居危
旧房屋 4个、改善逃生路线 2条、更换
避险地4处。

抓防汛储备，做到“物”有余。对
各村的防汛物资进行查看，对防汛物
资的数量、存放地点进行登记造册，做
到定点存放、专人保管，确保随时投入
使用。对缺乏防汛物资的，实施“村收
集镇补缺”的原则，确保防汛物资充
沛。

库有人 物有余

青山镇未雨绸缪抓防汛

“五一”前夕，崇阳公安机关按照省厅部
署开展的“平安荆楚行动”要求，组织警力开
展全县内保重点单位、重点部位大排查大管
控工作，督促整改安全隐患，加强内保重点
单位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提升重点要害单位
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控水平，竭尽全力为

“平安荆楚行动”创造和谐稳定的单位内部
环境。

此次排查整治以党政机关、水、电、油、
气、公交、车站、学校、医院、金融网点、寄递
物流企业等重点要害单位和国家重要基础
设施为重点，全面深入细致地开展治安隐患
排查整改工作。

民警深入城区对 10多家物流寄递业开
展了排查，详细检查了物流寄递业疫情期间
是否有违规运输危险物品、违规违禁药品等
违法行为，要求各物流寄递业的负责人要严
格落实实名登记制度、验视制度、可疑物品
报告制度。严格执行公安部规定的物流运
输行业的“六个 100%”、“三个一律不予收
寄、运输”等要求，对一次性运输合同客户托
运的物品要100%拆包验视等。

在金融重点单位，重点对人防、物防、技
防设施进行了安全检查，要求金融重点单位
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快配齐安保力量，
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提升安全防范水平，确
保金融单位安全。

为确保春季校园开学安全，4月中旬，
县公安局会同县教育局、文旅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全县 12个乡镇的 4所高中、12所
中学、10 所小学、3 所幼儿园开展安全督
查。要求各学校、幼儿园必须安装 5G红外
线体温检测仪，确保学生入学时体温检测全
覆盖。同时还检查了校园安全管理机构建
立、责任制落实、健康安全工作体系建设、安
全教育等方面情况，要求各学校按照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迅速组织开展开学前防疫演
练，确保开学后师生安全。

在对明春供水公司进行检查时，公安民
警对该公司第一、第二自来水厂生产作业流
程和安全设施进行了检查，要求严格落实安
全防范措施，确保居民饮水安全。

在对中百仓储、黄商超市检查时，民警发现有的超市监控没有全覆
盖，民警要求迅速整改，严把疫情防控关，做好安全防范。

在对城区加油站、液化气站进行排查过程中，民警重点检查了消防
器材配备情况、固定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能否正常使用等。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明确的整改意见，并责令限期整改。

在客运站，民警督促客运部门要做好旅客登记、体温检测等疫情防
控工作，要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堵塞安全漏洞、消除事故隐
患，提升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据了解，此次大排查大管控行动，崇阳公安机关共排查辖区重点单
位、重点部位32家，发现整改隐患6处，下达整改通知书1份。目前，所
有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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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出行防新冠，公共场所不
聚集。”今年的“五一”假期与往年不
同，是全国进入疫情防控后的首个旅
游小长假，为持续保障全县疫情防控
以来所取得阶段性成效，加强对城区
内繁华商圈、旅游景区的治安巡逻防
控，5月 1日起，崇阳县公安局启动一
级勤务模式，在城区内开展街面武装
巡逻，力保五一期间全县平安稳定。

结合此次假期特殊、人流量较多
的实际，针对“五一”假期疫情防控及
安保维稳特点，崇阳县公安局提前部
署谋划，每日组织特巡警、交警、治安
等多警种下沉一线，同时要求各部门
积极做好排调矛盾纠纷，全力抓好疫
情防控、治安管控、打击违法犯罪等
多项社会面管控工作，全面织牢防控
网。

5月 1日当天，崇阳县副县长、公
安局局长张伟龙一早来到公安局信
访室接待信访人员，针对信访人员反
映的问题，要求相关责任人作出答
复，同时欢迎信访人员对公安工作的
监督和提出改进意见，信访人员对处
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并承诺停访息
诉。

5月3日上午，张伟龙又带领崇阳
县特巡警大队在在县政府、崇阳大
道、金泰广场、南北大街、信达步行街
等重点部位进行交叉巡逻，积极对密
集区域内人员开展疏导引流工作，除
街面采取一级勤务巡逻外，县公安局
交警部门组织警力在城区内各大主
要干道开展交通安全防控指挥工作，
针对危险事故多发隐患路段，增派警
力，避免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据了解，此次“五一”节假日期
间，崇阳县公安局每日累计出动警力
100余人次，出动暴龙防爆车 2台，巡
逻车15辆，截至目前共检查街面车辆
500余台次，人员 800余人，有力维护
全县社会治安稳定。

织牢安全防护网
——崇阳县公安局全力保障“五一”假期社会平安稳定

通讯员 章戈

二桥首片T梁成功架设
近日，由湖北通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106国道新崇阳二桥首片40米长、重达150吨T

梁成功架设，这标志着大桥正式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崇阳二桥是106国道上的重要节点，因无法满足一级公路荷载要求，2019年2月，崇阳二桥

危桥加固改造工程被列入崇阳县52个集中开工的交通重点项目之一，新桥共设计有2个台、6
个桥墩，单幅16根桩。整个大桥预计于明年建成通车。 全媒体记者 张敬 摄

公安民警武装巡逻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袁露报
道：为切实做好农业安全生产工
作，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类事故的
发生，连日来，县农业农村局组成
安全生产检查组，开展农业安全
生产检查。

在陆水水库崇阳段洪下水域
和青山水库，工作人员向渔民发
放“渔业水上安全十不准”宣传资
料，对渔船相关证件进行检查、核

对。
在农机经销维修网点，工作

人员主要对零配件质量是否合
格，销售农机具手续是否齐全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检查。

在咸宁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对企业的疫病防控、应
急预案等，对照国家安全生产相
关法律法规、标准，对企业进行了
严格细致的安全隐患大排查。

县农业农村局

开展农业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石林报道：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
乡村治理能力，近日，崇阳县白霓
镇大市村召开《村规民约》启动大
会，积极探索村级治理新模式，镇
人大主席、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
成员、大市村全体干部以及村民
代表共60余人参加了活动。

《大市村村规民约》从公共事
业、垃圾分类、房屋建设、土地使
用、尊老爱幼等 14个方面通俗易
懂的阐述了相关要求，如果有违
反14条规定之一的，将列入“黑名
单”管理，考察期为6个月，考察期
内该户不能享受国家和村里任何

优惠政策，直至考核合规，取消
“黑名单”管理后，才能恢复普通
村民应享有的权利。

全国人大代表、大市村党支
部书记程桔告知，该村规民约是
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德
治、法治、自治有机融合的有效治
理载体。目前，大市村正处于乡
村振兴战略机遇期,启动会意在统
一村民思想，达成一致约定，也是
从法定程序上确定《大市村村规
民约》作为村民行为指南，进而实
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形益
彰，探索符合大市村情、属于大市
村民、推进大市发展的治理模式。

大市村修订《村规民约》

开启乡村治理新模式

关于公布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监督电话的通告

为全力推进我县人居环境整治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
民监督，现将县、镇两级人居环境整治举报电话公布如下。
广大群众如发现脏乱差问题，欢迎随时举报：

县人居办：0715-3395460、15926920102（李）
肖岭乡：0715-3760336、15272703799（孙）
沙坪镇：0715-3762111、15871952039（王）
石城镇：0715-3711057、13797258013（王）
桂花泉镇：0715-3893111、15997990899（李）
白霓镇：0715-3583117、13971829249（曾）
铜钟乡：0715-3818718、13476880988（徐）
港口乡：0715-3811061、13907243299（张）
路口镇：0715-3533312、15307240227（孙）
金塘镇：0715-3640018、17798316279（廖）
高枧乡：0715-3650019、17787308650（王）
青山镇：0715-3683166、13986610832（黄）
天城镇：0715-3395838/15607241598（殷）

特此通告
崇阳县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