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安区大幕乡双垅村

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9月11日，咸安区大幕乡双垅村开
阔的广场、舒畅的马路、整洁的房舍，绿
油油的稻田组成一幅养眼的生态宜居
村湾。

3 月以来，双垅村对村庄内的房屋
前后、路边、沟边、河道等公共场所环境
卫生进行集中整治。整治修缮后，村居
环境改善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
文明卫生意识明显提升，获得感、幸福
感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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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未来三天，18日我市受槽后偏北气流影响，小雨转多云；19-20日受中低层弱切变线影响，多云，有阵雨；具体预报如下：18日：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17～25℃;19日：多云，有阵雨，偏北风2～3级，17～24℃；20日：多云，有阵雨，偏北风2～3级，17～24℃。

本报讯 记者周莹、通讯
员张超报道：9月11日,咸宁高
新区和市商务局开展多部门联
合执法，对横沟桥镇群力村一
非法柴油经营点依法取缔。

该加油点对中石化咸宁分
公司一处废弃加油站进行简单
改造，利用原有储罐和管道非
法从事柴油经营，安全设施、设
备缺乏，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根据群众举报，相关职能

部门迅速调查核实，高新区管
委会组织高新区科经、执法、横
沟桥镇、应急、公安、市场监管、
消防等部门，联合市、区两级商
务局和中石化咸宁分公司，依
法对该加油点进行关闭取缔。

此次取缔行动，对非法加油
点加油机进行了拆除，抽除油罐
内残余油品后，对储罐进行浇灌
混凝土实施封堵，杜绝利用废弃
油罐非法加油现象再度发生。

咸宁高新区

取缔一家非法柴油加油点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
讯员邓恬报道：记者昨日从市
住建局获悉，从本月开始，全市
的公租房将改进缴费方式，除
以往的现金和银联卡支付外，
还将开通微信、支付宝、网银等
多种支付渠道。

近日，市住建局发出通知，
要求全市的公租房改进缴费方
式，打破服务窗口单一的缴费
模式，开通微信、支付宝、现金、
银联卡、网银等多种支付渠道，
让群众自主选择快捷缴费。同
时，参照咸宁高新区创业公寓、

市城发集团肖桥小区、南苑小
区公租房做法，在小区内设立

“公租房服务中心”，为社区居
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新市民、引
进大学生申请和租用公租房开
辟绿色服务通道，方便居民就
近缴纳公租房租金等费用，做
到“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区”。

据了解，我市还将抢抓新
基建和中央支持湖北一揽子计
划的政策窗口期，综合运用5G
和物联网技术，创建公租房业
务智能管理系统，建立保障房
管理新模式。

我市开通微信等多种支付渠道

公租房交租金更方便了

本报讯 记者张敏报道：9
月10日，2021年邮票预订工作
正式启动。中国邮政将继续实
行“总量调控、适度从紧”的纪
特邮票发行政策，进一步调减
2021年邮资票品预订量，新增
面向年轻群体的预订品种，推出
预订优惠活动。

2021年邮票预订分线上和
线下预订渠道。线上渠道为中
国邮政在线业务平台(含 jiy-
ou.11185.cn,中国邮政 APP，
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商城，中
国邮政微商城小程序)、网点营
销服务人员微邮店、邮乐网。
线下渠道为集邮营业网点和邮
政金融网点。

老预订用户可于 9 月 10
日-11月20日通过线上进行续
订，或于10月10日-11月20日
通过线下续订。新用户可于9
月10日-11月 20日期间通过
线上渠道预约年册或预订邮票
手帐和邮票盲盒等新品。

此外，2021年邮票预订还
首次推出“以邮会友”和“邮福
同享”预订优惠活动，用户添加
网点营销服务人员企业微信好
友，或邀请亲朋好友组队预订，
均有机会参加抽奖，赢取2021
年邮票大小版预订和生肖大小
版购买资格，详情可咨询我市
各网点营销服务人员或关注中
国邮政在线业务平台。

2021年邮票开始预订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
道：17日，我市召开全市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推进会，推进
我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
作落地见效。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梁细林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人社局、市教育
局、赤壁市总工会、通山县总工
会等就上半年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推进情况和下阶段工作
安排作了汇报。

会议要求，要反复学习中
央、省委、市委关于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工作的精神，始终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
导向，形成推进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工作纵深发展的大格
局。要立足咸宁实际，寻找当
前最紧迫、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挥市场力量，动员社会资源，
全面推进落实。要建立健全机
制，各单位各部门在各司其职
的同时，要统一协调、整体联
动，形成合力完成好各项工
作。要在加强产业工人思想政
治引领等重点任务上下足绣花
工，一步一个脚印、一件一件推
进，以永不懈怠的奋战姿态将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进行到
底，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懂技
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
大产业工人大军，为咸宁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推进会要求

打造一支产业工人大军

9月7日清晨，记者来到玉泉街，
只见道路干净整洁，道路两旁路灯与
树木并排而立，车辆井然有序地通
行，人行道上行人三三两两。

家住御龙花园的吴婆婆，正推着
小孙子，沿着玉泉街道路慢悠悠地散
步。这条路，她和孙子每天要来走两
遍。

“这里道路平坦，走起来很安稳，
也不怕刚学会走路的宝宝磕绊摔
跤。”她开心地说，即使细雨天在这里
漫步，都不担心有飞溅的泥水。

每天都要开车经由玉泉街接送

小孩的郑先生，对玉泉街的路面情况
也很满意。他说，没有一点破损的路
面，不仅走起来舒适，看起来也相当养
眼，行驶于其中，心情会莫名地舒畅。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玉泉街附
近小区的居民，都爱来这条路散步、
兜风，也会自觉维护道路的干净整
洁。

9月9日下午4时半，在书台街，
道路宽阔、标识线明晰，来往的车辆
虽匆忙却不杂乱，一副繁华有序的景
象。

开车前来接女儿的陈先生，对书

台街的路面情况竖起了大拇指：“这
里是学区，车流量挺大，但路面情况
保持得很好，没有破损现象，走起来
很平稳。”

家住书苑小区的刘女士，每天都
要在书台街路段走好几次：买菜、接送
孩子上学、上班……每次走在书台街
路段，她心里总会感慨：这里才是现代
化的、文明城市道路该有的样子！

“我那常住咸安乡下的老妈，每次
来都会说，这条路修得好，特别好走，
不怕摔跤！”刘女士表示，希望咸宁的
每一条道路，都能像这样平坦安稳。

采访中，附近居民、学生家长都
表示，希望书台街路段的路面状况能
一直保持，持续为咸宁颜值增彩。

红榜：玉泉街路段、书台街路段

黑榜：咸安大道昊天建材城路段、咸安经济开发区凤凰路

记者走访发现，有为城市颜值增
彩的道路，也有破坏城市颜值的道
路。

9月9日上午9时，在咸安大道昊
天建材城路段，记者看到，路面坑坑
洼洼，高低起伏不平，大车经过，尘土

飞扬；有一处路面开裂，像被“掀”掉
了皮，里面灰白的砂石裸露着。

“路上破损的地方，就像一块难
看的‘伤疤’，人走在上面硌脚，车辆
经过时像‘跳舞’般上下颠簸。”在昊
天建材城做生意的小叶吐槽，这样的
路，大家都不愿意走。

因做生意常在这条路上往返的
市民孔先生，也对糟糕的路面情况有
不满情绪。他告诉记者，每次开车经
过这段路，他都会尽量躲着坑洼，但
有时车多，只能硬着头皮“轰隆轰隆”
通过破损路段，经常颠得一肚子火。

“这条路大车多，路都被压坏
了。”附近住户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
早日维修，还居民一条平坦道路。

当日上午10时半，记者来到咸安
经济开发区，看到园区内的凤凰路，
首尾皆有不同程度的地砖下陷、路面
坑洼现象；路段中间尤为严重，路面
裂出一条条线或一个个坑，拼凑出一
张丑陋的画，附着在道路上。

这条路，被园区企业员工和附近
居民诟病良久。

“没有一段连续的平整路面，这
条路简直就是‘搓板路’，一直没人

修。”在园区某企业上班的王女士抱
怨，每天骑车上下班时，总是颠颠簸
簸的，缺乏安全感。

附近居民葛婆婆告诉记者，这样
的路不仅不好看，还很不好走，走路
时要很注意，不然就有被绊倒的危
险。而且，一遇到雨天，还要特别小
心车辆经过时溅起的泥水。

采访中，大家纷纷表示，希望凤
凰路能早日恢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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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文明创建红黑榜

近年来，咸宁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四通八达、畅通无

阻的道路，如毛细血管般，连接香城的大街小巷，联通泉都的千家万户。

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行驶于川流不息的车辆中，平坦安稳的道路，

会让人心情舒畅。然而，记者走访发现，仍有不少破损的、坑坑洼洼的、如

“搓衣板”的道路，犹如遮不住的“伤疤”，极大影响着咸宁这座秀美之城的

颜值。

城市道路的“伤疤”，何时能被抚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记者手记：城市道路，是一个城
市的“脸面”。破损的道路，犹如一道
道狰狞的“疤痕”，让整个城市“脸上无

光”，成为城市发展的一道“硬伤”。
诚然，因日晒雨淋、或年久失

修、或车流较多，道路破损难以避

免。但公路局等相关部门应负起应
尽之责，将城市道路管理好、维修
好。市民既是城市道路的享用者，

也是城市道路的保护者。
希望各方合力，众手齐抓，让城

市道路少些“伤疤”。

“来，喝一杯咱们崇阳产的‘红酒’。”
初秋时节，走进崇阳县经济开发区，工
作人员笑盈盈递过来一杯饮品。接过
酒杯，只闻一股红薯的清香扑鼻而来，
一口下去，甘甜爽口。

原来，高脚杯里盛着的不是酒，是
返乡能人廖承义夫妇投资生产的“又
闻薯香”薯制饮品。

一直在城里做家具生意的廖承
义，对红薯有着特殊的情结。“小时候，
我们这山旮旯里，把红薯当饭吃。”如
今口粮充足了，乡亲们就用红薯来喂
猪。

怀揣发“苕”财的梦想，2013年春
节刚过，廖承义就踏上外出找项目的
旅程。听闻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顾建明的“红薯汁”专利发明，他一次
次地前往拜师。2014 年正月初七，
廖承义终于心想事成，得到顾建明的
专利。

2015年春，投资近4000万元的全
封闭、全自动车间试产成功，原先土得
掉渣的“苕疙瘩”，摇身一变，成了又甜
又香的饮料。廖承义还给自己公司取
了极具情怀的名字——“故乡云”。

当年，在崇阳县白霓镇小港村、石

桥村，廖承义建了3500余亩红、紫薯种
植基地，采取“公司+基地+贫困户”的
新型农业种植合作模式，与60多个村
的村民签订红薯种植、收购协议。“亩
产6000~8000斤鲜薯，洗净送到厂，单
价0.55元/斤，有多少收多少。”公司副
总王正桃介绍，公司现在年收购红薯
5000吨左右，村民在家种一亩红薯可
轻松赚三四千元。

富含花青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
养元素的鲜薯，5斤可加工一罐245毫
升的红/紫薯饮品，其“副产品”淀粉可
加工成约1斤的纯天然粉丝，饮品和粉

丝市场售价分别为5元/罐、15元/斤。
除了加工品赚钱，残余的薯渣出售给
周边的养殖大户做饲料，“一丁点都没
有浪费。”

数据显示，“又闻薯香”薯汁系列
饮品2015年上市以来，销量节节攀升，
预计今年销售额可达 5000 万元。

“2015年，公司在武汉新四板挂牌上
市，连续几年获得‘湖北省农业产业化
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称号。下一步，想
对全县所有种植基地进行标准化建
设，提高种植户的收益。”圆了梦的廖
承义，对未来信心满满。

崇阳廖承义：带领村民发“苕”财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胡向辉 汪佳 通讯员 汪拥军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
习记者谭宏宇报道：9月17日
下午，市公安局在万达广场举
行2020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法
治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
人民”为主题，普及网络安全法
律知识，提升市民网络安全意
识。

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架
设展板、现场咨询、发放宣传手
册等形式，向过往市民解读《网
络安全法》等网络安全法律法
规,讲解涉网犯罪典型案例, 解

答群众咨询的网络安全问题,
教育提醒广大市民正确应对网
络安全风险、提高网络安全防
范意识和防护能力。

据悉，今年9月14日至9月
20日是第七个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旨在广泛开展网络安全
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网络安
全意识，提升广大网民的安全
防护技能，营造健康文明的网
络环境。当天的“法治日”主题
宣传活动现场，共发放相关宣
传材料1000余份，接受群众咨
询百余人次。

市公安局

开展“法治日”主题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