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皮道琦报
道：近日，在嘉鱼县工商联组织
下，嘉鱼农特产品进武汉商超
对接会在汉举行。通过产销对
接打通了农产品销售“最后一
公里”，让“菜园子”直通“菜篮
子”。

对接会邀请了该县4家农
特产品生产企业和2家嘉鱼籍
老板经营的武汉商超开展了面
对面洽谈，重点以武汉市场为
主阵地，通过部门联手搭台，商
超与企业唱戏，实现农企与商
超的携手“联姻”。

武汉盛世百尚商业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勇、武汉
爱家购物董事长龙建军对各企
业的农特产品表现出强烈兴
趣，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

嘉鱼县统战部副部长、县
工商联党组书记刘端平介绍，
这次农超对接活动也为全面打
开嘉鱼县农产品市场，满足广
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优质化、
个性化消费需求，实现产业优
化升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扩大嘉鱼县农特产品域内域外
影响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嘉鱼与武汉开展农超对接

打开农特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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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15～17日受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影响，我市阴天有小到中雨。16日：中到大雨，偏北风2～3级，14～16℃；17日：阴天有零星小雨，偏北风2～3级，12～19℃；18日：阴天有小雨，偏北风1～2级，13～17℃。今日相对湿度：90～100%

服务热线： 56869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
员柯国强报道：近日，通山警方
成功侦破一起“荐股”网络电信
诈骗案件，一举抓获犯罪嫌疑
人7名，缴获作案手机14部、银
行卡 30 余张，冻结涉案资金
120余万元。

5月 10日，通山县通羊镇
的阮女士在家中通过手机微
信，认识了一位所谓的股票指
导老师，在对方的“指导”下，7
天时间内先后分13次投入53
万元购买对方推荐的所谓股
票，待阮女士见有了一定的收
益想收回全部资金时对方将他
拉黑，阮女士慌了神，立刻到通

山县公安局报警求助。
通山警方接到报案后高度

重视，抽调精干警力组成工作
专班开展专案侦查。侦查民警
在数以千计的目标线索中搜寻
珠丝马迹，发现资金在湘西永
顺县某银行ATM机被取现，嫌
疑人向某、黄某浮出水面。

日前，通山警方组织二十
余名警力奔赴湘西，在当地警
方的大力协助下，一举将该团
伙七人全部抓获。经审讯，该
团伙成员对实施诈骗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目前，所有嫌疑人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
一步侦办之中。

“荐股”骗局再现

通山女子被骗53万元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报
道：10月16日，我市召开2020
年湖北省老年人重阳登高暨第
三届“福寿康宁”门球健身交流
活动协调会。副市长刘复兴出
席会议并讲话。

刘复兴指出，举办此次全
省老年人重阳登高活动，是对
我市老年体育工作的高度认
可，也是市委市政府弘扬重阳
传统文化，推广全市老年人体
育健身的重点工作，对推动全
社会尊老爱老、发展养老产业
有积极意义。要高度重视，认
真谋划。活动各承办、协办单
位要各司其职、协调推进、抓紧
落实，要严肃纪律，强化责任，

严控安全风险，切实担负起各
自任务，为活动顺利举行提供
有力保障。

据了解，此次重阳节活动
将于10月24日至26日在我市
举办。活动期间，我市将作为
全省重阳登高活动主会场，在
人民广场举办重阳登高（持杖
健走、健步走）和门球健身交流
活动开幕式。

开幕式上，省老年体协
LOGO将正式对外发布，“省老
年体协门球专项委员会”将在
咸宁挂牌。届时，将有来自各
市州、直管市和神农架林区共
32支门球队、400名队员参加
门球健身交流活动。

全省老年人重阳登高活动将在咸举行

时间：10月24日至26日

10月11日，通山县南林桥镇如康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扶贫工坊车
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该扶贫工坊位于石垅村，由镇政府投资
筹建，租赁给崇阳县老板刘助斌使用。厂区后面就是移民安置点，
用工优先录用安置点居民，也吸引了附近8个村的村民前来就业。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徐大发 摄

本报讯 通讯员陈婉报
道：“太感谢你们了，你们平日
工作那么忙，还要来帮我们抢
收稻谷。”10月8日，通城县大
坪乡村民胡冲明紧紧握住党员
志愿者的手说。

当前正值稻谷收割季节，
由于近来长期降雨影响，众多
农户无法及时将成熟的稻谷收
割归仓。

天刚放晴，大坪乡南山村
党支部组织在家党员和志愿者
成立志愿服务队，帮助村民抢
收水稻，使村民秋粮颗粒归仓。

南山村胡冲明在家种植水
稻，其爱人因腿受伤，家庭缺乏

劳动力,得知情况后，志愿者们
主动联系胡冲明帮其收割稻
谷，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当天，党员胡三明开来自
家厢式小货车帮助运送稻谷，
从田边路过的村民胡华全父子
俩见状，也自告奋勇地加入行
动。党员、志愿者们纷纷挽起
袖子，卷起裤脚，割稻谷、搬运
稻子分工合作，齐心协力，帮助
多户村民完成了水稻抢收。

据悉，南山村党支部还将
继续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帮扶
缺劳力户、贫困户抢收稻谷，多
为群众解难题、干实事、做好
事。

通城县大坪乡南山村党员志愿者

帮助农户抢收稻谷

10月15日上午9时，走进咸宁高
中，朗朗书声在淅沥雨声中，显得越
发清脆。

教学楼里，每一层都有禁烟标
识，没有看到一个烟头。教师办公室
里，也没看到有老师抽烟。行政楼
里，入口处、办公室外、会议室里、楼
道拐角处……到处都有禁止吸烟的
提示牌。

“学校里没有烟味，优美、洁净、
舒适、文明的校园环境，让我们学习
更有动力了。”一名高三学生笑着说，

之前学校开展“拒吸第一支烟，做不
吸新一代”签名活动，让学生对禁烟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咸宁高中校办主任陈蕾介绍，学
校通过组织学习、营造氛围，主题活
动、体验感悟，家校互动、形成网络，
加强监督、强化落实等措施，推进无
烟学校创建工作。

此外，该校还设置了详细的奖惩
措施，让“远离烟草，拒吸第一支烟；
净化空气，保护环境卫生 ”成为全校
师生的共识。

当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工商银
行泉山支行，入口处的玻璃门上，印有

“请勿吸烟”的标识，一旁自助服务厅
的玻璃门上，也印有“请勿吸烟”标识。

银行大厅里，空气清新，没有烟
味，也看不到烟头，办理业务的市民
戴着口罩，有序排队等候。

“我们严格落实公共场所禁烟要
求，职工一律室内禁止吸烟。而且，
我们还安排了保安对吸烟者进行劝
阻。”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家住附近小区的吴女士，对这个

银行的印象蛮好：“闻不到呛人的烟
味，有人在室内抽烟还有人劝阻，为
他们点赞。”

红榜：咸宁高中、工商银行泉山支行

黑榜：咸宁火车站、千桥大酒店、盛世华庭小区

当日上午8时半，在咸宁火车站，
记者看到，虽然购票大厅贴了个“请
勿吸烟”的牌子，但仍有一名在此等
候的市民拿出香烟开始吞云吐雾。
大厅外的地面上，散落着一地烟头。

在火车站进站口，等候的乘客
中，有两三人或夹着烟聊天、或叼着
烟出神，全然不顾旁边同样等候的旅
客。

“虽然戴了口罩，可还是能闻到
烟味。”正在等候的旅客小李无奈地
说，只能默默忍受。

当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千桥大
酒店。虽然酒店的楼道、大厅里，都张
贴有禁烟标识，但效果却并不理想。

大厅一侧，有三盆绿植。记者将
枝叶拨开一看，里面都有抽剩的烟
头，新的旧的混合在一起，非常碍
眼。记者在大厅沙发坐了10分钟，共

有3个人抽着烟从酒店楼道走出来，
酒店工作人员虽然看到了，但没人上
前劝阻。

当日下午5时半，记者来到盛世
华庭小区，随机走进一居民楼电梯
里，就闻到浓浓的烟味。

“有些居民喜欢在电梯里抽烟，
碰到了也只能默默忍受，期待电梯快

点到达要去的楼层。”小区一居民吐
槽，有时虽然没碰到正在抽烟的，可
也能闻到烟味。

“电梯属于相对封闭空间，在这里
抽烟，不仅危害他人健康，还可能引发
安全事故。”小区居民张先生担忧地
说，希望物业能行动起来，每个烟民能
重视起来，不要在电梯里抽烟。

文明创建红黑榜

公共场所禁烟，是控制吸烟危害、保护群众健康的有力措施，也是建设全

国文明城市、巩固创卫成果的必然要求，更是维护香城形象、提升城市气质的

应有之义。

2011年起，我市就正式颁布了《咸宁市城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

定》。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如今，我市大多数公共场所禁烟情况良好，但仍

存在部分公共场所吸烟屡禁不止情况。

公共场所禁烟，何时能不流于形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记者手记：吸烟有害健康，公共场
所吸烟，不仅害己，还害人。

张贴了标识、制定了方案，但不
重视落实落细落小，不致力抓严抓

实抓长，那么，禁烟，就会流于形式，
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不仅需
要公共场所经营者或管理者将禁烟

令落实到位，更需要每个烟民，在点
燃香烟之前，能想一想，这里能不能
抽烟。同时，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对行业控烟工作的指导和督促。

只有烟民自律了，抽烟有人劝
阻了，香城的香味，才不会被烟味污
染；每一个咸宁人，才不会冷不丁被

“烟雾弹”袭击。

嘉鱼簰洲湾镇

灾后喜获丰收
13 日，嘉鱼簰洲湾田野一片金黄，

40000多亩晚稻田里，几十台收割机、运
输车一片忙碌。

据介绍，新粮收割后，直接运到湖北康
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敞开收购。

“丰收来之不易，是遭受特大水灾
后，干群齐心开展生产自救取得的。”该
公司部门经理陈昕介绍，今年晚稻亩产
平均在 1200 斤，虽然因灾略有减产，但
达到了抗灾保丰收的目的。目前，已收
购 500 多万斤，预计簰洲湾镇晚稻总量
可达5000万斤。

雷平 摄 （影像咸宁）

怎样治理城市乱停车
○ 王莉敏

一辆车“霸占”两个车位、占用消
防通道、停在人行道或绿化带上……
连日来，笔者走访城区多条路段发现，
不文明停车现象较为普遍。

文明停车，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
能检验一个人的素质，折射一座城市
的文明程度。乱停乱放，容易引发道
路阻塞、车位浪费、人行道压坏等问
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停车
难”，更是给城市文明“添堵”。

治乱，要坚持“严”字当头。不文

明停车是车主素质不高的直观反映，
这些不文明停车的车主眼里只有自
己，没有他人。对为了个人的一时之
便，将车停放在城区未施划停车位地
方的行为，应严格按照规定给予拖移
和处罚。

治乱，还需刚柔并济。在严惩不
贷的同时，城管、交警等相关部门要做
好宣传引导工作，使广大车主树立文
明意识，做到自觉遵守停车秩序;也要
运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曝光一批不文

明行为，形成舆论压力。
治乱，更要标本兼治。近年来，有

车一族越来越多，尽管我市在城区施
划越来越多的停车位，“停车难”已有
所缓解，但问题依然存在。可见，还得
进一步挖掘停车资源，科学合理地规
划更多停车场；鼓励小区、商场、酒店
等错时向社会开放停车场；利用“零
碎”空间，开辟非机动车停放区，规范
停放秩序等。

文明城市为人民，城市文明靠

大家。我们每个人既是城市文明的
参与者、践行者和传播者，也是城市
文明的受益者。文明停车，从我做
起，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让有序停
放的车辆成为香城泉都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咸宁日报新闻热线：8128770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