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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恒泰分公司开展廉政教育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乔志报道：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遏制“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咸宁市丰源
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恒泰分公司坚持问题导向，敲响廉洁
警钟，聚焦节假日“四风”反弹，积极开展节前廉政教育
活动。

6月22日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央八项规
定、廉政准则，传达学习国网咸宁供电公司《关于2020
年清明五一端午期间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肃
查纠“四风”问题的通知》，增强党员干部遵守党纪法规
的自觉性、廉洁自律的主动性.

重申纪律严作风。传达学习了咸宁市纪委《关于4
起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典型案例的通报》、
《关于4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的通报》，并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决防止“四风”问
题反弹，杜绝“节日腐败”，确保节日期间风清气正。

咸宁市丰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恒泰分公司要求：公
司全体干部员工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党风
廉政建设的有关要求，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做到自省、自
重、自警、自励，做到清正廉洁。对违反“四风”的党员干
部，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阳光酒店组织党员
赴武汉革命博物馆参观学习
本报讯 通讯员谭永明报道：七·一前夕，阳光酒店

组织党员赴武汉革命博物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强化党员新时代的使命与担当，向
党99岁生日送上衷心的祝福。

在建党99周年之际，怀着对党无比崇敬和无限热
爱的心情，组织党员赴武汉革命博物馆（中共“五大”会
址）、毛泽东同志旧居，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其间，参加活动的党员仔细聆听每一段党史的介
绍，认真参观每一件实物、图片、影像及档案文件等珍贵
文物资料，缅怀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赤子情怀，为他们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而感动。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广大党员深切体会
到：只有继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团结和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辉煌
篇章。

参观结束，广大党员面对党旗，现场集体重温入党
誓词，表达自己对党的无限爱戴之情，激发自己坚定跟
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2017-2019年度咸宁市市级文明单位
和第二届市级文明单位（校园）公示公告

一、2017-2019年度市级最佳文明单位（162家）

市直(62家）：中共咸宁市委办公室、咸宁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咸宁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政协咸宁市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咸宁市纪
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中共咸
宁市委宣传部、中共咸宁市委统一战线工作
部、中共咸宁市委政法委员会、中共咸宁市委
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咸宁市委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咸宁市委直属机关工作
委员会、咸宁市信访局、中共咸宁市委老干部
局、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咸宁市人民检察院、
中共咸宁市委党校、咸宁市档案馆、咸宁市总
工会、共青团咸宁市委员会、咸宁市妇女联合
会、咸宁市科学技术协会、咸宁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咸宁市工商业联合会、咸宁市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咸宁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咸宁市科学技术局、咸宁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咸宁市民政局、咸宁市司法局、咸宁市财政
局、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咸宁市生态环
境局、咸宁市商务局、咸宁市文化和旅游局、咸
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咸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咸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咸宁市统计局、咸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咸宁市林业局、咸宁市招商和投资促进局、
咸宁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咸宁市气象局、国
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咸宁供电公司、咸宁市
港航管理局、国网咸宁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咸宁市国土
资源局咸宁高新区分局、咸宁市交通物流发展
局、咸宁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兴
达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市博物馆、咸宁市
建设工程管理处、咸宁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管理
所、咸宁市老干部小车队、咸宁市林业科学
院、、咸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咸安区（19家）：中共咸安区委组织部（区
委编办）、咸安区总工会、咸安区财政局、咸安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咸安区公路管理局、咸
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咸安区审计局、

咸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
咸安区税务局、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咸宁
市咸安区供电公司、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咸
安区司法局、咸安区人民检察院、咸安区卫生
健康局、咸安区林业局、咸安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咸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咸安区水利和湖泊局、中共咸安区委党校

嘉鱼县（24家）：田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鱼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嘉鱼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嘉鱼县气象局、嘉鱼县财政局、国家税
务总局嘉鱼县税务局、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
公司嘉鱼县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嘉
鱼分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嘉鱼县供
电公司、嘉鱼县人民法院、嘉鱼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嘉鱼县人民检察院、嘉鱼县融媒体中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嘉鱼县支行、嘉鱼县纪委监
委、嘉鱼县总工会、嘉鱼县公路管理局、咸宁市
生态环境局嘉鱼县分局、嘉鱼县城市管理执法
局、中共嘉鱼县委办公室、嘉鱼县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嘉鱼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政协嘉鱼县
委员会办公室、嘉鱼县应急管理局

赤壁市(15家)：赤壁市人民检察院、赤壁
市财政局、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赤壁市供
电公司、赤壁市人民法院、赤壁市审计局、赤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赤壁市人民医院、赤壁市
文化和旅游局、赤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赤
壁市气象局、中共赤壁市委党校、国家税务总
局赤壁市税务局、赤壁农村商业银行、赤壁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赤壁市蒲纺工业园区

通城县（17家）：通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政协通城县委员会办公室、中共通城县纪律委
员会、中共通城县委组织部、中共通城县委宣
传部、中共通城县委政法委员会、通城县人民
检察院、通城县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通城
县税务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通城分公
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城县支行、通城县财
政局、通城县审计局、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通城县公安局、咸宁市生态环境局通城分局、
通城县文化和旅游局

崇阳县（6家）：崇阳县司法局、崇阳县总
工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北省崇阳县分公

司、崇阳县烟草专卖局、崇阳县民政局、湖北崇
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山县（19家）：中共通山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通山县监察委员会）、中共通山县委组织
部、中共通山县委宣传部、通山县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总工会九宫山工人疗养院、国家税务总
局通山县税务局、通山县财政局、通山县审计
局、通山县民政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山县
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山县支
行、湖北通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通山县供电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通山分公司、中共
通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通山县人民
法院、通山县住房公积金中心、通山县气象局、
通山县信访局。

二、2017-2019年度市级文明单位（186家）

市直单位（64家）:中共咸宁市委巡察办、
咸宁日报社、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咸宁广播
电视台、咸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咸宁市残
疾人联合会、咸宁监狱、咸宁市公安消防支队、
咸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咸宁市教育局、咸
宁市公安局、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咸宁市交通运输
局、咸宁市水利和湖泊局、咸宁市农业农村局、
咸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咸宁市应急管理局、
咸宁市审计局、咸宁市医疗保障局、咸宁市人
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咸宁市地方金融工作
局、咸宁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咸宁市机关
事务服务中心、咸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咸宁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咸宁市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咸宁市农业科学院、咸宁城市发展（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咸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咸宁市国家
安全局、国家统计局咸宁调查队、咸宁市烟草
专卖局（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咸宁市分公
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咸宁
市邮政管理局、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
行、中建三局咸宁大洲湖生态建设运营有限公
司、湖北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咸宁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咸宁市林业调查规划院、咸
宁市路灯管理服务中心、咸宁市安达公路养护
工程有限公司、咸宁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咸宁
市群众艺术馆、咸宁市公路管理局、咸宁市交
通运输局城市客运管理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咸宁泉山支行、咸宁市勘察建筑设计
院、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永安环境卫生管理
处、咸宁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咸宁市旅
游执法监察支队、咸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咸
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
局、咸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温泉环境卫生管理
处、咸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咸宁市休

干所、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咸宁市教育
招生考试院、咸宁市潜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
处、咸宁市航空护林站

咸安区（20家）：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中
共咸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咸宁市森林公安局
咸安分局、咸安区人民法院、咸安区档案馆、咸
安区农业农村局、咸安区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
公室、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区分局、咸安区
发展和改革局、咸安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咸安区住房公积金中心、咸安区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咸安区交通运输局、咸安区残疾人
联合会、咸安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咸安分公司、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咸宁市咸安区支行、咸安区教育局、
咸安区实验幼儿园、咸安区双溪中心卫生院

嘉鱼县（29家）：中共嘉鱼县委组织部、中
共嘉鱼县委政法委员会、中共嘉鱼县委宣传
部、中共嘉鱼县委统战部、中共嘉鱼县委党校、
嘉鱼县交通运输局、嘉鱼县档案馆、嘉鱼县城
投公司、嘉鱼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嘉鱼县文化和旅游局、嘉鱼县科学技术和经济
信息化局、嘉鱼县招商和投资促进中心、嘉鱼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中共嘉鱼县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嘉鱼县科学技术协会、嘉鱼县
信访局、嘉鱼县教育局、嘉鱼县发展和改革局、
嘉鱼县簰洲湾镇财经所、嘉鱼县官桥镇财经
所、嘉鱼县司法局、嘉鱼县审计局、嘉鱼县林业
局、嘉鱼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湖北省嘉鱼县分公司、嘉鱼县统计
局、嘉鱼县残疾人联合会、嘉鱼县陆溪镇财经
所、嘉鱼县鱼岳镇财经所

赤壁市（18家）：中共赤壁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监委）、赤壁市林业局、赤壁市农业发展银
行、赤壁市生态环境局、赤壁市司法局、赤壁市
扶贫办、赤壁市融媒体中心、赤壁市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赤壁高新区、赤壁市卫生健
康局、赤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中国电信赤
壁分公司、国家统计局赤壁调查队、赤壁市信
访局、赤壁市城市发展集团、赤壁市住房公积
金中心、赤壁市民政局、中共赤壁市委组织部

通城县（22家）：通城县人大常务委员会
办公室、中共通城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通城县农业农村局、通城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通城县卫生健康局、通城县水利和湖泊
局、通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城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
北有限公司通城分公司、通城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局、通城县林业局、通城县科学技术协
会、通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城县民政局、
通城县残疾人联合会、通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通城县气象局、通城县应急管理局、通城县住
房公积金中心、湖北三赢兴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通城县通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通城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五里自然资源和规划所
崇阳县（10家）：崇阳县融媒体中心、中共

崇阳县委党校、崇阳县市场管理中心、崇阳县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崇阳县残疾人联合
会、崇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崇阳县职业教
育中心、崇阳县教育局、崇阳县人民法院、崇阳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通山县（23家）：中共通山县委办公室、通
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通山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
省通山县委员会办公室、中共通山县委统一战
线工作部、中共通山县委政法委员会、湖北通
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通山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咸宁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通山
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通山县公路管理
局、通山县卫生健康局、通山县政务服务和大
数据管理局、通山县招商和投资促进中心、通
山县发展和改革局、通山县实验幼儿园、通山
县慈口乡财政所、通山县闯王镇财政所、通山
县南林桥镇财政所、通山县城市福利院、通山
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通山县大路乡财政所、
通山县通羊镇财政所

三、第二届市级最佳文明单位（校园）（7所）

市直（2所）：鄂南高级中学、咸宁市实验
小学

嘉鱼县（2所）：嘉鱼县第一中学、嘉鱼县
实验小学

崇阳县（1所）：崇阳县实验小学
通山县（2所）：通山县实验初级中学、通

山县实验小学

四、第二届市级文明单位（校园）（32所）

市直（5所）：湖北科技学院、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咸宁市温泉中学、咸宁市实验外国语
学校、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咸安区（3所）：咸宁市浮山学校、咸宁市
咸安区实验学校、咸安区马桥镇小学

嘉鱼县(10所)：嘉鱼县实验中学、嘉鱼县
南嘉中学、嘉鱼县城北中学、嘉鱼县蓝天抗洪
英雄中学、嘉鱼县第一小学、嘉鱼县簰洲湾金
九小学、嘉鱼县舒桥小学、嘉鱼县新街小学、嘉
鱼县渡普中学、嘉鱼县高铁岭镇中心小学

赤壁市（3所）：赤壁市第一中学、赤壁市
实验小学、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

通城县（4所）：通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通城县寄宿中学、通城县第二高级中学、通
城县隽水镇南门小学

崇阳县（1所）：崇阳县桃溪中学
通山县（6所）：通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通山

县通羊镇镇南中学、通山县南林桥镇南林初级
中学、通山县通羊镇第四完全小学、通山县通羊
镇第二完全小学、通山县南林桥镇南林小学

湖北健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就《新型多肽药
物原料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重新报批委托环评
单位开展环评工作，现已形成《新型多肽药物原料
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现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现将
新型多肽药物原料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重新报批
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单位名称：湖北健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联系人：龙镭

联系电话：13316588718
邮箱：717299182@qq.com
地址：湖北咸安经济开发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Zmht4opzoW0d0QAHnFxvsA 提 取 码 ：
6yop）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请到以上地
址联系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
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可按照下方链接格式填写意见表，请填

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
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公众可以依法另行向
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反映）。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Lbtox-
Lqspo2AsmFCRGm2AA

提取码：p3jf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联系方
式，将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反馈
至我单位。在提交意见时，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
式提交意见、并提交有效的联系方式及常住地址，
以便根据需要反馈，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
对外公开（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5日。

新型多肽药物原料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拍卖公告
受破产管理人委托，定于2020年7月16日上午10

时30分在本公司拍卖大厅第二次公开拍卖赤壁市恒亮
纺织有限公司的破产资产，标的物具体如下：1、闲置报
废纺织专用机器设备约57项，参考价约43.1万元。2、房
屋建筑物约16项，总建筑面积约6617.31平方米（无证
面积约203.38平方米），参考价约205.98万元。3、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约12357.19平方米，使用权类型
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7
年9月6日，参考价约172.02万元；4、构筑物及其他辅助
设施4项，总面积4718.03平方米（水泥路2442.75平方
米、护坡2262.32平方米、门楼12.96平方米、樟树四棵
1.61万元），参考价约35.82万元。后三项资产总计约
413.82万元，以上破产资产具体详见《破产资产评估明
细表》。

展示时间：2020年7月13日至7月15日，展示地
点：机器设备存放地和标的物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持
有效身份证明分别交纳第一项10万元机器设备类竞买
保证金和第二、三、四项资产整体拍卖50万元竞买保证
金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报名手续。报名截止时间至
2020年7月15日下午16时30分止。

注：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每位竞买人仅限两人进入
拍卖会现场，进场人员自觉佩戴口罩、携带居民身份证、
出示个人健康码绿码、接受体温测量（体温不超过
37.3℃），方可入场。

联系电话：0715-8130288 18107151110刘先生
公司地址：咸宁市温泉邮电路69号A1-3-201室

湖北中成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遗失公告
咸宁太平洋保险公司以下人员执业证与保证金条遗失，特声明作废：
胡 航 422301198206103574 候姗姗 370403198802064147 叶小春 422302197911104929
周 晶 330411199101315625 何家红 422323197402184723 王 琳 42232619850904162X
刘 燕 422301198408085722 唐会兰 422301197411285720 冯清秀 421202198908204740
周旭辉 42232419760415641X 胡秀芳 422324198010106428 樊红英 422301197309247162
江梦娇 420222199011052585 阮 程 421202199010100042 舒神梅 422324198410132449
胡汉周 42232419781026004X 吴跃雄 422324195808176413 徐 瑛 421222196505120012
王 虹 422324197803047224 刘 苹 422325197202100030 吴署霞 422324197709296048
凡俐球 422324197510130120 胡玲珍 422324198108136860 周旭辉 42232419760415641X
孔新祥 422324196510026839 童玉萍 360312198911020062 吴玲艳 422324197810065228
何 妮 42232419800514004X 付艳波 422324198006170048 李 梅 422324197712150066
周 进 421222199110121233 王林丽 421222199007280025 程红艳 422324196910062425
孔秋霞 422324197209131626 徐 梦 421222198901022827 黎爱国 422324197006126018

遗失声明
张宝庆遗失鄂 L1G655 号车辆营运

证，证号：421202203678，特声明作废。
周建遗失机动车驾驶证，证号：

422301198006201735，特声明作废。
邓国威遗失鄂L3016挂车辆道路运输

证，证号：421202203679，特声明作废。
江影生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柳堤街

的土地使用证，证号：隽国用（2015）
000101号，特声明作废。

湖北匡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咸安支行基本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360000472102，账号：563857534740，
特声明作废。

湖北匡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合
同专用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0571549056F，特声明作废。

湖北华柱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证 号 ：
421200691756383，特声明作废。

公 告
湖北众耀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不慎将陕汽牌型号为SX33105C486B,底盘

号为:JX079789、JX079790、JX079791、JX079792、JX079793、JX079794
的车辆环保清单遗失,特此公告声明作废。

湖北众耀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军分区党委，市
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咸
宁高新区：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有关长江禁渔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长江“十年禁渔”重
要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决定，集中100天，在我
市长江流域开展禁捕“百日攻坚战”行动，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6月29日至10月10日，整个战役为期100天。
二、重点任务
（一）禁捕水域：长江嘉鱼至赤壁段；皤河特有

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富水湖鲌类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西凉湖水生生物自然保护
区。

（二）重点内容：以“禁”为重点，围绕“船、捕、
贩、食、转”五字诀，打好长江流域禁捕“百日攻坚
战”。

1．船：就是管住船舶。各地在册渔船全部
上岸，拆解到位。对“三无”船只等其他船舶严抓
管理，任何情况下不得下水捕鱼。探索利用监
控、电子围栏、船舶定位等技术手段加强监管，坚
决不留空白和死角。

2．捕：就是严禁捕捞。坚决落实好“禁”的总
要求，禁得住、禁得久、不反弹。各县（市、区）公安
和渔政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灵活运用好各种法律

手段，严厉打击任何非法捕捞行为，对非法捕捞行
为从严从重处罚。

3．贩：就是管住江鱼、湖鲜交易。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要摸排江鱼、湖鲜地下交易场所，联合公
安、渔政等部门开展打击行动，延长执法链条，不给
贩卖交易任何机会。

4．食：就是管住食用江鱼、江鲜、湖鲜行为。
对餐馆酒店招牌上出现“江鱼”“江鲜”“湖鲜”字样
的，一律强制清理。涉及加工经营的服务项目一律
下架。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保护长江生态、不经营
江鱼、江鲜”的公开承诺和宣传引导工作。

5．转：就是做好渔民安置和转产转业。落实
好禁捕渔民上岸后的生产生活保障、安置和产业发
展、从业技能培训、购买社会养老保险等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是压实主体责任。市级成立长江流域禁捕

“百日攻坚战”行动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
组长，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市
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
局、市商务局、市人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执
法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水利和湖泊局、咸宁
广电台等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
农村局，负责综合协调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一办六组”，即：综合协调办公
室、船舶监管组、联合执法组、市场整治组、就业安
置组、宣传报道组、后勤保障组。综合协调办公室

（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负责长江流域禁捕“百日
攻坚战”行动的组织协调工作；禁捕工作材料的收
集、汇总、上报；负责上传下达和接待群众来访。船
舶监管组（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负责符合退捕政策的渔船核查登记、船只拆解、
补贴资金发放等工作，掌握全市退捕工作完成情
况，尽快推动全市退捕禁捕工作落实到位；摸排
各地“三无”船只数量和主要活动区域，严禁“三
无”船只在禁捕区域内捕捞作业。联合执法组
（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负责）：负责打击禁
捕区域内非法捕捞行为，严厉打击“三无”船只非
法捕捞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打击非捕捞螺蛳、打
捞水草等行为；严厉查处电、毒、炸、“绝户网”等
灭绝水生生物资源的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
送司法机关。市场整治组（由市市场监管局、市
商务局负责）：负责清查全市涉及销售、加工、经
营禁捕水域水产品的农贸市场、餐馆、酒店，取缔
销售、加工禁捕流域水产品的服务项目（招牌）。
就业安置组（由市人社局、市民政局负责）：负责
开展退捕渔民就业、转产转业就业培训及社会保
障领域各项政策落实等工作。宣传报道组（由市
委宣传部、咸宁广电台负责）：负责宣传禁捕退捕
有关政策，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关注
和支持禁捕退捕工作的良好舆论氛围等工作。后
勤保障组（由市财政局负责）：负责保障长江流域
禁捕“百日攻坚战”行动所需的经费和物资。

各县（市、区）也要成立“百日攻坚战”行动领导
小组，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

二是细化工作清单。各县（市、区）区要根据党
中央精神和省、市要求，围绕“船、捕、贩、食、转”五
个方面分别列出工作清单，排出时间表，明确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并将工作方案和工作专班于6月29
日前上报市长江流域禁捕“百日攻坚战”行动领导
小组。

三是强化宣传教育。各县（市、区）要充分利用
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宣传报道我市长江流域禁捕

“百日攻坚战”行动进展情况，深入挖掘和总结好各
地好做法好经验，提炼典型案例，形成工作信息，每
月25日前向市长江流域禁捕“百日攻坚战”行动领
导小组报送工作情况。

四是强化监督问责。市长江流域禁捕“百日攻
坚战”行动领导小组开展一月一督办、一月一通
报。市纪委监委在“百日攻坚战”行动期间组织暗
访和专项督办检查，对工作不力的领导干部和责任
人要从严追责问责，以严明的纪律将长江禁渔要求
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形成长效。

五是强化考核督办。市长江流域禁捕“百日攻
坚战”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制定考核方案，8
月中旬对“百日攻坚战”行动进行阶段性总结验收，
10月份组织考核验收，工作中严格考核兑现，最后
看结果、看成效、看作风。

2020年6月28日

关于开展咸宁市长江流域禁捕“百日攻坚战”行动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