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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擦亮小城镇”建设美丽城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
咸政办发〔2020〕37号

为加强我市小城镇建设，补齐小城镇发展
短板，推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建设美丽咸
宁，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

“擦亮小城镇”建设美丽城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0—2022年）〉的通知》（鄂政办发〔2020〕54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协调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补
齐小城镇综合治理突出短板，以大力推进小城
镇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全面提升小城镇生
产、生活和生态环境质量，让小城镇成为城乡
融合发展的纽带、乡村振兴的龙头。

（二）主要目标。
以建制镇（不含城关镇）、乡、独立于县城

区和乡镇镇区之外的街道建成区为主要对象，
以国道、“三带”沿线乡镇及口子镇为重点，兼
顾主要道路沿线，高速出入口等重要节点，全
面实施以“七补齐”（补齐规划缺失、公共环境、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镇风貌、产业发展、治
理水平等方面短板）为主要内容的“擦亮小城
镇”建设美丽城镇行动，力争通过三年努力，全
市小城镇普遍达到干净整洁有序的要求，形成
16个以上（北三县每地不少于3个，南三县每
地不少于2个，咸宁高新区1个）配套完善、宜
居宜业、特色鲜明的美丽城镇，小城镇服务和
带动乡村振兴的能力显著增强。

二、重点任务
（一）补齐规划设计短板。
1.编制美丽城镇建设三年规划（方案）。

坚持“县级统筹、乡镇主责、部门配合”原则，按
照政府、公众、设计单位共同缔造的要求，各乡
镇应结合当地特色与实际，科学编制美丽城镇
建设三年规划（方案），形成“一乡（镇）一貌”，
不千篇一律搞整治、搞建设。突出问题导向，
统筹谋划小城镇补短板工作措施和项目。突
出规划引领，加强小城镇整体风貌、重要节点、
街巷和区域建设项目规划设计，一次规划，分
步实施。（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责
任单位：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城管执法委，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咸宁高新区管委会。以下
均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咸宁高新区管委会负
责落实，不再列出）

2.建立整治项目库。坚持项目带动整治，
将重点环节建设任务项目化，认真梳理项目清
单，建立项目库，实现整治任务全覆盖。整治
项目必须明确具体整治内容、实施时间、所需
资金及来源、项目实施组织、进度安排和保障
措施等。（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位：市发
改委、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执法委）

（二）补齐公共环境短板。
3.加强垃圾治理。合理配置垃圾桶、垃圾

箱等环卫设施，配齐垃圾转运车辆、完善垃圾

压缩中转站等转运设施。开展垃圾清理专项
攻坚行动，全面整治镇村结合部、集贸市场、三
无小区、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环境卫生。健全
日常保洁机制，加大重点区域保洁力度，做到垃
圾日产日清。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引导机
关、学校等单位先行先试。（牵头单位：市城管执
法委；责任单位：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

4.加强生活污水治理。加强乡镇污水处
理厂和收集管网运行维护管理，加强老旧管网
排查整改和接户管网建设，污水管网逐步向镇
区周边村庄延伸，提高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
提高进水量、进水浓度和出水达标率。完善镇
区排水和污水管网，严格雨污分流，镇区无污
水直排口。（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位：市
生态环境局）

5.加强水域治理。加强河流、湖泊、池塘、
沟渠等各类水域保洁，推进水域留存垃圾清理
和日常漂浮垃圾清除工作，完善清淤疏浚，逐步
恢复坑塘、河湖、湿地等各类水体的自然连通，保
持水体洁净，落实河湖长制度，落实专人负责，
长效管理。（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
位：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和湖泊局、市住建局）

6.整治镇区秩序。整治环境秩序。依法
整治拆除私搭乱建和违法建筑，以房前屋后、
背街小巷、三无小区、集贸市场等区域和公共
空间为重点，全面整治乱堆乱放现象。整治经
营秩序。规范沿街商铺空间秩序，清理沿街破
旧雨篷、遮阳篷等破旧附属设施，整治道路及
沿线店铺违规占道堆放、占道经营、占道设摊
等现象。整治交通秩序。加强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查处，重点整治乱停车、车辆和行人不按
信号灯通行、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行驶等行
为。整治户外电缆。按照“强弱分设、入管入
盒、标识清晰、牢固安全、整齐有序、美观协调”
的要求，对建筑物之间各种横跨电源电缆和通
信线缆采取牵顺、拉直、贴墙、捆扎等方式进行
改造，消除乱接乱牵、乱拉乱挂的“空中蜘蛛
网”现象，有条件的乡镇做到强电、弱电入地。
（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经
信局、市城管执法委、咸宁供电公司）

（三）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7.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公共服务设

施布局，加快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体
育、广播电视、物流、车站码头等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有序建设和完善社区便民服务设施，推
进适老化设施配套建设，提升小城镇功能。提
档升级优质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完善公共卫生服务及疾控体系，推动公共
服务向农村延伸。（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
单位：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文旅局）

8.完善生产生活服务。加强农技服务、农
机维修、农资交易、物流服务、仓储配送、邮政
快递等生产服务设施建设，有条件的乡镇要逐

步完善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新业态服务设
施。改造提升便利店、超市、集贸市场等便民
服务设施，提升餐饮、宾馆等服务水平。鼓励
统筹建设集公共服务、商业、休闲等为一体的
综合服务设施。（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
位：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文旅局、市邮政
管理局）

（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9.完善交通设施。贯通主干路，打通断头

路，对国省县道过镇区路段进行提档升级，完
善镇区路网。修缮破损路面，硬化小街小巷，
改善主干路面。合理划定停车范围，增加停车
泊位，建设公共停车场。完善路灯、信号灯、指
示牌、消防栓、人行道铺装和无障碍通行等设
施。（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位：市公安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执法委）

10.完善市政设施。统筹各类市政管线敷
设，完善供水、排水、污水、供电、燃气、通信、公
厕等设施及管网建设。加强供水设施改造，提
升供水质量。统筹水系、健身步道、绿地等配
套设施建设，积极植树增绿、见缝插绿，注重利
用古树、古井、历史建筑等传统要素建设小公
园、小广场等公共活动空间。（牵头单位：市住
建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生态
环境局、市水利湖泊局、市城管执法委、市文旅
局、咸宁供电公司）

11.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加强防灾减灾体
系建设，增强灾害防御预警及救助安置能力。
加强防洪排涝设施和避灾场所建设，开展城镇
防汛风险评估，完善消防设施配置，严格落实
重大建设工程、生命线工程抗灾设防要求。整
治提升公共活动场所防灾减灾能力，确保学
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达到安全防灾标准，
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牵头单位：市应急管
理局；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住建局、市水利
和湖泊局、市卫健委）

（五）补齐城镇风貌短板。
12.整治沿街立面。加强沿街立面设计与

管控，推进沿街立面适度改造，逐步形成具有
特色的沿街风貌。优化沿街标识标牌、招牌广
告、空调室外机、防盗窗等设置，规范横幅悬
挂、衣物晾晒等行为，加强违规广告牌清理。
（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管执法委）

13.打造街区节点景观。采用微改造、微
更新方式，加强小城镇重要街区、重要地段和
重要节点的环境整治和建设。加强对老街巷、
老厂房、老院子整治改造利用，开展老旧小区整
治改造，积极打造美丽民居、美丽院落、美丽街
区、美丽河湖和美丽田园。鼓励开展绿色建筑
改造，积极引入装配式建筑等现代技术，提升房
屋功能及风貌。（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
位：市发改委、市水利和湖泊局、市农业农村局）

14.传承传统风貌。保持传统路网、空间

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传承历史风貌和建筑风
格，彰显优美的山水格局和高低错落的天际
线。加强历史文化资源普查、保护传承与科学
利用。通过地域风貌特色、历史底蕴、文化脉
络的研究和整理，对历史保护建筑建档。注重
采用当地传统技术和乡土建筑材料，按照文物
保护修缮相关管理规定，及时修缮维护传统街
巷和建构筑物等历史要素。支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建设完善传习、展示等
相关配套场所。（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
位：市文旅局）

（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
15.突出乡村产业支持。统筹城乡产业布

局，推动镇村联动发展，巩固拓展脱贫产业发
展成果，推进乡镇地域产业集聚，因地制宜培
育多元融合主体，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支持
有条件的地方发展以乡镇政府驻地为中心的特
色产业。加快提升传统产业，提高现代农业发
展水平。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培育发展农
村新型电子商务。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乡贤回
归创业。（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
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政府扶贫办）

（七）补齐治理水平短板。
16.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以乡容镇貌、环

境卫生、城镇秩序为重点，推行社会化、专业化
的管理模式，探索建立城镇管理“网格化+街
长制”、日常执法联防巡查制等管理制度，加强
小城镇环境维护管理和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
务。建立综合参与机制，激励广大居民、家庭、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积极参与小城镇环境
的共建共管。建设智慧小镇，逐步提高5G网
络城镇覆盖率。（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
位：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城管执法委）

17.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共同缔造活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
局。推进城市综合管理和执法向基层延伸，加强
基层站所队伍建设，发挥乡镇服务带动乡村振兴
作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牵头单位：市住建局；责任单位：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执法委）

三、实施步骤
（一）统筹谋划、建立机制（2020年9月—

11月）。
各县（市、区）、咸宁高新区要对照“七补

齐”工作内容，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擦亮小城
镇”建设美丽城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分乡镇
编制行动规划（方案），列出项目清单，积极申
报进入省、市、县级补短板项目库。县级建立
规划项目体系和工作推进机制。市住建局要
以我市3个已入选湖北省“擦亮小城镇”行动
试点镇为示范，总结推广经验，开展工作培训。

（二）分类推进、全面实施（2020年11月
—2022年6月）。

按照市级主导、县（市、区）为主体的原则，

组织推进“擦亮小城镇”行动，所有乡镇要普遍
开展公共环境综合整治，达到干净整洁有序。
有条件的乡镇加快补齐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城镇风貌、产业发展、治理水平短板，打造美丽
城镇。

（三）总结评价、巩固提升（2022年6月—
12月）。

组织对各县（市、区）、咸宁高新区开展“擦
亮小城镇”建设美丽城镇行动进行综合评价，
市、县两级总结经验，完善推进机制，建立健全
长效管理制度，提升治理水平，促进美丽城镇
建设提档升级。接受省政府组织的行动开展
情况综合评价。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政府建立市“擦亮

小城镇”建设美丽城镇联席会议制度，分管副
市长为召集人，有关责任单位为联席会议成
员，市住建局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履职尽责。市级统筹
协调推进，县（市、区）、咸宁高新区是责任主
体，要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和年度实
施计划，做到有目标、有任务、有措施、有考
核。乡镇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把各项工作落细
落地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二）强化宣传发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
及新媒体等舆论引导作用，调动基层干部和居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形成全
民共建、共治、共享建设美好家园的良好氛围。

（三）强化资金保障。采取向上争取、县级
财政列支、乡镇自筹、社会参与、个人（单位）捐
资等方式筹措资金，以保障建设美丽城镇行动
正常开展。各县（市、区）、咸宁高新区要加强

“擦亮小城镇”建设美丽城镇项目谋划，做好项
目入库和项目推动，积极申请省政府转贷债券
资金，争取省政府各部门项目资金支持。积极
创新投融资机制，引导各类社会投资主体参与
美丽城镇建设，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
投融资格局。探索运用EPC等市场化模式整
体推进，提升小城镇建设质量和水平。

（四）强化指导检查。市政府有关部门要
根据责任分工，加强服务管理和技术指导，培
训基层队伍，及时总结经验，推广优秀案例和
做法，不断巩固提升行动成效。要引入竞争评
比与考核评分机制，把“擦亮小城镇”建设美丽
城镇纳入我市乡村振兴工作考评范畴。要建
立完善综合评价体系和考核奖惩机制，对各地
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对先进县（市、区）及
先进个人以适当方式予以激励。

（五）强化建章立制。要逐项建章立制，实
行“五包”（包卫生、包绿化、包市政公用设施、
包建筑物容貌、包秩序）、“五不准”（不准乱倒
垃圾、不准损坏树木、不准乱贴乱画、不准私摆
乱放，不准店外经营）责任制，依托综合治理、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平台，建立健全
现代城镇管理体系。

赤马港着力发展乡村振兴
近期，赤壁市赤马港街道认真编制完成了“十

四五”规划，全面实施“1233”区域和产业高质量发
展战略，着力产业提质、扩规、增效，促进精准扶贫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一是扩大优质猕猴桃产业。鲁庄村猕猴桃基
地现有种植面积1235亩，按照“公司+农户+合作
社”的模式，计划在现有基础上种植面积及产量扩
大一倍，解决脱贫人口60人稳定就业。二是扩大
优质蔬菜产业。劈精村强光蔬菜产业园面积
3000亩，计划引进规模化、多元化经营主体，带动
周边农户特别是脱贫户扩大种植规模翻倍。三是
扩大优质水果产业。街道现有莲花塘村葡萄园基
地、砂子岭社区火龙果基地、月山村西瓜基地，将
培育更多特色水果经营主体，带动更多农户增
收。四是扩大牲猪养殖业。引进双胞胎畜牧有限
公司在四清村灵芝岭投资3亿元，建成后将实现年
存栏3000头母猪、配套年出栏30万头优质商品
肉猪，辐射到周边劈精、鲁庄、八蛇等村发展优质
商品肉猪，可以带动脱贫户100户就近就业创
业。五是抓好黄龙研学特色小镇建设。黄龙研学
特色小镇总投资约5亿元，占地面积3000亩，已吸
纳贫困户务工10名，小镇建成后直接提供扶贫就
业岗位50个，人均年增收4万元，每年可间接带动
周边就业和关联产业发展约3.8亿元，有效带动区
域乡村振兴。六是打造云上幽兰文旅休闲区。依
托赤马港、砂子岭、莲花塘的山水田园资源，以休
闲康养为引擎，形成文化商业、主题餐饮、休闲体
验、有机农业等多元文旅休闲业态，打造“云上幽
兰”文旅品牌。

（吴团林 舒美华 杨亚宁）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李小勇报道：2月
20日，嘉鱼县烟草专卖局召开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去年工作成绩，表彰了
先进集体和标杆员工,安排部署了今年
工作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去年，在行业和地方的
坚强领导下，全体干部职工戮力同心、
求真务实、开拓奋进，打赢了抗疫防汛
阻击战，稳住了经济运行基本盘，取得
了脱贫攻坚决定性胜利，交出了一份疫
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双胜利的“高分答
卷”。

会议强调，一要高质量抓好党的建
设工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
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

本领高强、求实创新的干部队伍；二要
高质量抓好执法监管工作，以《烟草专
卖法》颁布30周年为契机，促进专卖监
管条线全面提质；三要高质量抓好卷烟
营销工作，直面销售提结构与省外烟提
占比的双重压力，主动作为、创新作为，
确保胜利完成全年卷烟销售任务；四要
高质量抓好基础管理工作，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夯实财务管理，
严格规范采购流程，全面强化队伍建
设，稳步推动科技创新，着力提升企业
软实力。

嘉鱼烟草专卖局

明确今年工作重点

本报讯 通讯员张水平报道：近日，
咸安区烟草专卖局（营销部）荣获咸安区
政务服务中心“十星级文明窗口”称号。

据了解，去年，自两员职能调整后，
咸安区烟草专卖局（营销部）设立证件
中队，加强专卖行政许可工作，进一步
规范服务行为、政策行为、办事行为，并

于5月份实现网上办证零的突破。
今年，该局将按照“宽进严管、服务

便民”的原则，优化行政许可资源配置，
简化办理零售许可证手续，让自已多跑
路，让群众少动腿，进一步强化窗口服
务，提高办证效率，树立企业良好社会
形象。

咸安烟草专卖局

荣获“十星级文明窗口”称号
本报讯 通讯员印权报道：“现在森林火险

等级高，务必要动员镇村干部全力抓好防火”，王
艳梅对崇阳县高枧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反复叮
嘱。“镇里防火宣传车和云广播都动起来没有？
镇村干部和护林员都下沉巡逻没有？”朱凤英深
入通城县马港镇详细询问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我市森林防
灭火形势严峻，崇阳县人大主任王艳梅、通城县
常务副县长朱凤英、通山县常务副县长吴涛、咸

安区副区长何宏辉等县级领导纷纷赶赴包保的
乡镇督办森林防灭火工作，落实包保责任，为镇
村组三级干部做好表率，凝聚起齐抓共管的合
力。

据了解，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制定了县包
乡、乡包村、村包组、组包山头的森林防灭火“四
级”包保责任制，“四级”保包责任人在重点防火
期下沉一线齐抓森林防灭火工作，为我市森林防
灭火形势保持持续平稳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率先垂范做表率 守土履责护山林
县级包保领导带头落实森林防灭火责任

本报讯 通讯员 报道：2月20日下午，咸宁
高新区横沟桥镇组织镇民兵应急排森林灭火班、
镇派出所消防应急队员、镇林业站成员、全体村
干部及护林员100余人，于356省道沿线孙祠村
18组横二路边荒地，开展2021年度森林防灭火
应急演练活动。

活动中，镇派出所消防应急队员指导各村干
部学习灭火器材的使用维护、现场灭火操作方
法，以及灭火注意事项。在模拟森林火灾现场，
随火势蔓延，各村灭火员分为两个方队赶赴现
场开展救火作业，消防应急队员利用小型消防车
水枪灭火，做到快速反应、灵活应对、高度配合，
火势被迅速遏制扑灭，森林防灭火演练圆满结束。

为切实抓好当前和春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
作，营造森林防火高压态势，实现全镇森林防灭
火“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应急作战

能力，在此次应急演练基础上，镇森林防火指挥
部强调，要进一步抓严抓实镇村组三级防火责
任：一是要求各村组工作人员、护林员及时掌握
并熟练使用各类灭火器材，由镇林业站负责讲
解传授各类灭火器材的技术操作规范和使用流
程培训。二是要求各村提高防范意识，突出值
班值守关键点，设置森林防火检查点，并利用宣
传标语、车载喇叭、护理员巡逻、各项会议等形
式进行广泛宣传、广泛发动，真正做到“人人都
是森林管护员，森林防火你我有责”。三是要
求镇防火专班及镇林业站成员加强对各村森林
防灭火工作的监督检查，不断加大对野外焚烧
的处罚打击力
度，一经发现，
严厉打击，绝
不姑息。

横沟桥镇开展森林防灭火演练

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通讯员朱燕林、阮子祥、田鹏报
道：2月19日17时46分，嘉鱼县官桥镇集镇
附近一家沿街店面牛肉面馆发生煤气罐泄漏
起火，伴有小范围爆炸。接到报警后，市消防
救援支队119指挥中心立即调派鱼岳消防救
援站3辆消防车、12名消防指战员迅速赶赴
现场处置。

17时55分，消防救援力量到达现场，现
场弥漫着液化气泄漏的味道，为防止发生二
次事故，现场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疏散附近
围观群众，设立警戒带，经现场火情侦查：起
火物质为一牛肉面馆内厨房内煤气罐发生
泄漏爆炸起火，过火面积约30平方米左右，
一层为店铺，二层为住宿区域，现场指挥员
询问店主得知，厨房还存放有3瓶煤气罐，
现场情况紧急，指挥员立即下令三名消防
救援人员铺设水带，出动泡沫水枪对还在
燃烧的厨房进行灭火作业，防止火势蔓延，
但灭火的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听到屋内
有煤气罐喷火发出的声响，随后消防员彭

杰在泡沫水枪的掩护下，三进三出进到厨
房内将2个冒着火舌漏气的煤气罐和1个
没有燃烧的小煤气罐拎了出来。并用开花
水枪对正在燃烧的液化气罐进行冷却作
业，将正在泄漏的两个煤气罐运送到附近
池塘进行沉塘处理，消除爆炸风险。就这
样，经过20多分钟处置，三颗“定时炸弹”
终于成功解除，现场火势被全部扑灭，所幸
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后，据调查了解，起火原因是因为煤气
罐阀门泄漏导致爆炸起火。

消防部门提示：居民一定要定期检查厨
房内易燃气体管道、接头、仪表阀门，防止泄
露，同时还要做到定期清理通风、排气管道，
一定要做到人走关闭电源气源，熄灭明火。
如遇到燃气或煤气罐泄露起火，当事人或救
援人员要注意把煤气罐尽快移出火场，避免
煤气罐罐体受热发生爆炸等险情。如果着火
的煤气罐火焰已被扑灭，阀门也被关闭，应用
凉水给罐体降温。

咸宁抱火哥冒险排除三颗“定时炸弹” 遗失声明
吴兵兵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

证，证号：421202198809104218，
特声明作废。

余学志遗失位于咸安区官埠桥
镇张公庙村22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证号：421202102237220008J，
特声明作废。

杨洛遗失咸宁绿地城际空间站
购 房 发 票 2 份 ，发 票 代 码 ：
4200171350，发票号码：04593639
（金额64182元）、04593785（金额
110000元），特声明作废。

湖北金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200MA49176B5P，特声明作
废。

汪春林遗失双鹤驾校报名发票
一张，发票号码：02167427，金额
3000元，特声明作废。

徐燕飞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
石泉村一组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为隽国用（2007）第 000306号，
面积180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江西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大屋肖河改造工
程于2018年竣工验收，凡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债权债
务、农民工工资在一个月内与本公司（赣州分公司）负
责人联系，逾期责任自负。联系人：钟先生，联系电
话：15970113188，公司电话：0791-88466792。

江西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0日

公
告

公 示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和《国家新闻

出版署关于开展2020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
知》（国新出发函[2021]1号）要求，我单位对已申领记
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需年检核验
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2021年2月23日——3月
6 日。并接受社会监督，监督举报电话：027—
68892510、027—68892500。

需年检核验人员名单如下：
饶红兵、陈希子、何伟、汪俊东、甘青、朱亚平、游锐、

杜立、陈红菊、李建文、邓昌炉、李嘉、唐继锋、刘文景、
洪伟、刘子川、董敏、黄柱、张敏、马丽娅、柯常智、朱萍、
何浩、杜先龙、袁灿、陈新、王恬、刘晖、饶敏、胡大洪、
查生辉、王莉敏、夏正锋、杨伟杰、吴晓莹、姜明助、朱封金、
李娉、陈凯、陈小彬、刘华芳、马丽、袁小翠、张大乐、周荣华、
江世栋、贺春音、黄胜、朱哲、刘国华、朱忠民。

咸宁日报社
2021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