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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与服务
崇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协 办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沈二民、通
讯员沈荣华报道：今年以来，崇阳县上
下围绕“开好局、起好步”和“开局漂
亮、全年精彩”的安排部署，按照“能开
则开、能早则早、能多则多、能快则快”
的要求，奋力抢首季、抢开局，推进续
建项目早复工、新建项目早开工，以高
质量的项目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实现投资和项目建设“开门红”。

据县发改局 3月 30日统计报告表
明，1—2月，全县工业投资和工业技改
投资分别同比增长 346%和 604.9%，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5.19 亿元，完成投资
总量恢复到2019年同期77.8%水平，较
2020年增长245.8%。比全省平均水平
分别高70.5和296.8个百分点。1-2月
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18亿元，同比
增长 245.78%。预计一季度完成投资

33.1亿元，同期增长260%以上。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征

程开启之年和建党 100周年。该县持
续开展“全民谋项目、全域谋项目、全
员抓项目”活动，突出抓好工业技改投
资和民间投资，推动库内谋划的产业
项目总投资不低于储备项目总投资的
60%，民间投资不低于投资总量的
65%。进一步对标中央预算内和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投向，按照“三进”（进规
划、进项目库、进审批流程）和“三能”
（能报出、能审批、能开工）的要求，积
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努力让国家
政策组合在崇阳产生最大整体效果。

为推动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
实现一季度“开门红”，促进经济加速
回归常态，县委县政府咬定“起步就是
冲刺，开局就是决战”姿态，迅速充实

统计项目库，确保在库项目数量达到
120个左右，投资总量能够满足全年投
资增长 18%的发展需求。各职能部门
狠抓服务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
走”，千方百计用好债券、金融、土地、
能耗、环评等要素保障支持政策，激发
民间投资活力。建立项目融资定期推
介对接机制，举办项目融资对接活动；
对全县重点项目用地需求进行梳理，
逐一提出落实措施，有效保障项目用
地需求；充分运用投资和重大项目建
设智慧应用平台，推进与政务服务网、
工程建设审批平台的深度对接，争取
年内实现“一网通办”。开展招商引资
落地见效“晾晒”活动，协调推进和定
期通报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开工情况，
力争在产业引大、引新、引缺、引链工
作上取得新突破。

该县坚持招商引资“一号工程”，
进一步完善项目建设考评方式，坚持
开展项目建设拉练检查，突出项目推
进和投资结构，对项目建设和争取资
金成绩突出的单位加大奖励力度，对
项目建设中涌现出的优秀干部优先提
拔任用，树立“发展第一要务”鲜明导
向。

目前，全县87个纳入统计库在建项
目复工87个，复工率100%。22个省、市
重点建设项目已开工 20个，待开工项
目为浙江运达分散工风电项目和妇幼
保健院整体搬迁工程项目2个，浙江运
达分散工风电项目待省林业厅批复林
地后即可开工建设，妇幼保健院整体搬
迁工程项目尚在选址阶段。21个一季
度集中开工项目除香山公园未开工外，
其它20个均已开工，开工率达95.2%。

起步就是冲刺 开局即是决战

崇阳实现投资和项目建设“开门红”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佘帅兵、王
勃、通讯员宋璐报道：“我刚打了新冠
疫苗，感觉蛮好，现在国家政策好，为
我们老百姓免费接种疫苗，我们很高
兴！感谢党和政府！”4月 1日上午，崇
阳县沙坪镇枫树村八组群众杨水明在
镇卫生院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后激动
地告诉记者。

这只是崇阳县新冠疫苗接种点的
一个缩影。记者从崇阳县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了解到：按
照统一部署安排，全县已启用 14个新
冠疫苗接种点，对全县 18周岁以上的
居民开展首剂接种工作。

“打针也只是有一点刺痛，就像打
其他疫苗一样，没有什么反应。”在天
城剧院接种点，刚接种完疫苗的曾育
雄在留观等待时这样说。因为前来接
种疫苗的市民较多，为确保安全，现场
有特警值勤，维持秩序，保障接种工作
有序进行。

在白霓镇卫生院新冠疫苗接种
点，记者看到，前来接种的群众有序排
队，接受疫苗接种。

在沙坪卫生院接种点，因为下着
小雨，登记处临时搭建起了帐篷，为排
队登记的群众遮挡雨水。二楼接种区
域有条不紊地开展疫苗接种工作，留
观室里，完成接种的群众在耐心等待
留观半小时。

在石城镇大寨兴苑接种点二楼接
种室，记者看到，医护人员正忙着为符
合接种条件的市民接种疫苗。镇政府
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忙着维持现场秩
序，引导群众分流、有序完成接种工
作。

“各位社区居民，请戴口罩、身份
证到白霓医院三楼免费接种新冠疫
苗。”在白霓镇古桥社区的街巷，记者
看到 3名社区干部，手持宣传小喇叭，
巡走各巷各户，不间断播放接种疫苗
的相关信息。在石城镇大寨兴苑小区
文化广场，接种新冠疫苗的宣传横幅
十分醒目。

为稳步推进全县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各乡镇、县直单位按照部署要求，
迅速落实行动。县融媒体中心在所属
的各平台以语音播报、滚动字幕、图
文、视频等形式，宣传新冠疫苗接种政
策及措施；乡镇、县直单位在道路、街
道、村落、社区、小区悬挂宣传横幅；在
县城十字街商业电子屏上，每十分钟
一次的频率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和接种
宣传内容；县电信、联通、网络公司及
时向市民发送新冠疫苗接种相关知识
的短信；县卫健局多形式及时公布了
新冠疫苗的接种单位和接种时间，同
时印制、发放了 15万份宣传折页。通
过多种形式的宣传，让疫苗接种宣传
家喻户晓，为疫苗接种工作营造了良
好的社会氛围。

记者在采访中，有很多接种背

后的故事令人感动：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一台疫苗冷链运输专车，
由 2 名驾驶员轮流驾驶，他们实行
24 小时值守工作制度，一旦有运送
疫苗的任务，立刻驱车赶往市里领
取，随后又得马不停蹄赶回县里，
进行扫描入库，安全快速地将疫苗
运送分发至各个疫苗接种点；在沙
坪卫生院接种点，该院急诊科护士
吴兰自己患病输完液后，立即投入
接种岗位继续工作；在天城剧院接
种点，天城镇政府干部和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耐心引导市民登记，细
心为留观者端送茶水，提供便利服
务；在乡镇接种点，乡镇干部、社区
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各司其职、紧张
忙碌……

记者手记
一支疫苗，成功注射到每一位接

种者手臂上，看似短短的10多秒时间，
倾注了工作人员太多的心血和汗水。
记者一整天的采访下来，确实体会到
这项工作的万分不易。

记者希望：各位市民在前来接种
疫苗前，应详细了解疫苗接种的相关
注意事项，自觉主动接种新冠疫苗。
在接种的过程中，严格按照现场工作
人员的要求，遵守现场秩序，间隔距离
排队，有序进行登记、接种、留观等流
程，理解支持疫苗接种工作中每个环
节的艰辛和不易，为稳步推进全县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共筑免疫屏障，做好
每一个精彩的自己。

崇阳掀起疫苗接种“热”

本报讯 通讯员肖云梦、刘智利
报道：近日，在崇阳县铜钟乡大岭村，
2021年中国·崇阳第二届樱花节隆重
开幕。连日来，“落樱缤纷”汉服·旗
袍秀、“樱香雅韵”诗词会、“花为媒”
联谊会、“云赏樱”网络直播、赏樱摄
影采风等系列精彩活动陆续在该县
上演，吸引了各方游客前来打卡观
光。

随着大岭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周
边村民也都吃上了“旅游饭”，开办农
家乐，销售土特产，成为蕴藏的增收商
机，而其间也少不了“税务力量”的硬

核支持。
在村委会门前安放的桌子上，整

齐摆放着税法和社保相关的宣传资
料，崇阳县税务局工作人员正在和大
岭村民普及最新的税费政策，答疑交
流各种涉税事项。

“之前就想搞个农家乐，可就是搞
不清税务问题，现在一讲都清楚了！
当面问答倒真是让我吃下了定心丸！”
村民李天义在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
后，连连点头。

“刚刚询问了开票的问题，工作人
员耐心解答了，还把联系电话留给了

我，说操作有问题就打电话咨询！这
样的宣传才接地气！”草莓种植户吴皇
立说道。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兴旺，离不
开税务部门的支持。”在村支书吴义勋
看来，税收和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
关。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培植
好乡村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
商环境。当地税务干部深入开展“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将各类税收优惠政
策送入乡村，送到了企业、村民手中，
进一步减少了农民经营者和返乡创业
者们的压力和顾虑。

大岭村现开办农家乐有 10多户，
每户日均收入达到 1000元；销售土特
产和采摘农产品，每天也有 300元到
400元的进账，这样的效益极大吸引村
民投身旅游经济。

“乡村发展有需求，税务部门就
有响应。我们税务部门将进一步发
挥税收职能作用，持续优化税收服
务，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确保支
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各项税收
优惠政策能够精准直达农村经济主
体。”崇阳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庞
鹰表示。

崇阳税务优化服务助力乡村游

本报讯 通讯员杨冰报道：
连日来，崇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针对生猪市场质量安全，严把四
关进行整顿，截至目前，开展肉类
联合整治 3次，收缴未经检验检
疫合格的猪肉产品、病死或死因
不明的猪肉84公斤。

该局把好市场准入关。督促
市场开办者加强对场所内生猪产
品经营的管理，严格生猪产品市
场准入，严防严控“两证两章一报
告”不全、来源不明的生猪产品进
入销售市场。

把好市场销售关。该局与县
农业农村局、市场管理中心、公安
局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信息共
享、不定期开展联合整治，严厉打
击销售未经检验检疫合格的猪肉
产品、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猪肉产
品行为。

把好原料进购关。督促肉

制品加工企业、餐饮服务单位建
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依法履行
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记录义务，
并保存相关凭证。严防无“两证
两章一报告”的猪肉及病死的畜
禽产品流向企业、流入餐桌。出
动执法人员 126人/次，检查肉制
品加工企业 2家、餐饮服务单位
56家、发现索证索票不齐4家，责
令其限期改正。

把好餐厨废弃物去向关。督
促餐饮服务单位落实餐厨废弃物
去向记录制度，详细记录餐厨废
弃物的种类、数量、去向等情况，
防止泔水流入生猪养殖环节，杜
绝餐厨废弃物私自处置。

陈酉不慎遗失坐落于崇阳
县天城镇中医巷新区幢号 1，
单元 2。房号 201 的房屋产权
证壹份，面积120.23平方米，房
权证号：A09474，特此声明作
废。

罗嗣春不慎遗失坐落于崇
阳县天城镇桃溪大道幢号 1，
单元1，房号101、201的房屋产
权证壹份，面积223.54平方米，
证号：A10222，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4月7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甘源、黄沚

瞻、通讯员曾艳平报道：明前茶，贵如
金。随着气温逐步回升，茶树渐渐冒
出嫩芽，在崇阳县各大茶叶基地，到处
是一派早春采茶忙的情景。近日，崇
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乡村行》栏目组
记者来到了位于青山镇的小溪源白茶
种植基地。

记者在基地看到，漫山遍野的茶
树青翠欲滴，生机盎然，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茶香。采茶工们腰系竹篓，穿

梭在茶林中，手指娴熟地轻捻茶树上
刚刚冒出的嫩芽，轻轻放入竹篓中。

正在这里采茶的程天香告诉记
者，一个人在家里也没事做，到这里采
茶中午还有饭吃，这里风景又好，像旅
游一样。

每到采茶时节，在该茶叶基地，每
天都有近 200人在基地上采茶。这里
的采茶工人大多来自于周边的村庄，
采茶时间可以自由掌控，按每斤 20多
元工钱计算，采得多的工人一天能采

十多斤，能挣 200多元钱，这让村民在
农闲时增加了收入，大家都喜笑颜开。

崇阳县小溪源白茶种植基地负责
人毕春明告知，随着气温升高，茶叶长
势非常快，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影响
茶的品质。连日来，茶园组织茶农，正
在抓紧时间采摘明前茶。

据了解，崇阳县是农业农村部规
划的长江流域以南茶叶种植适宜区，
为鄂南幕阜山名优绿茶和边销茶主产
区，2017年获“全国采茶重点县”。崇

阳白茶是中国茶类中的特殊珍品，它
的氨基酸含量是普通绿茶的 2-5倍，
其营养价值更高。由于今年的气温相
比往年偏低，茶叶产出慢，茶叶的品质
会更好。

毕春明介绍，白茶不同于传统绿
茶，它有一个白化期，春分到清明期间
十几天，就是白茶的白化期，是品质最
好的时期，所以要在清明前把所有茶
叶抢收下来。预计今年茶园优质白茶
有2000斤，次一点的3000斤左右。

小溪源白茶种植基地

清明节前采茶忙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吴玲
燕、张敬报道：4月1日，崇阳县金
塘镇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

在陈寿昌烈士墓前，大家深
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学
习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
献身的奉献精神，并重温入党誓
词。

随后，邀请老党员、老干部、
老革命前辈、老教师、老模范等代
表开展座谈，通过讲述自己的亲
身经历，为党员干部现身说法，引
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

通过学习教育，厚植爱党爱
国情怀，让党史学习教育成为推
动实际工作的强大动力。

金塘镇党员干部

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吴玲燕
报道：近日，记者从高枧乡沈家大
桥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项目施
工单位通远建设集团正加紧施
工，抢抓晴好天气，确保按期完成
桥梁主体工程。

据了解，该项目起于高枧乡
石咀，往北与 S259 铜天公路共
线，经尺冲、青山镇刘家、王家、高

枧乡陈家、廖家、老虎洞、岩下、新
屋，终于崇阳县与通城县交接处
的天井埚，全长16.503公里，项目
估算总投资14167.78万元。

该大桥的建成，将进一步完
善区域路网结构，提高县域路网
的通达性，改善区域对外交通出
行条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加快区域旅游资源开发。

高枧乡沈家大桥

加快桥梁主体工程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陈国清报
道：近日，崇阳职校组织党员干部
收看《榜样 5》专题节目，认真研
讨交流，激发大家学习榜样守初
心，砥砺前行担使命。

《榜样 5》专题节目集中展示
了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
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风
采，是学习宣传伟大抗疫精神，开
展党员教育的生动教材。崇阳职
校党总支采取分开收看和集中研
讨的方法，每一位党员在指定时
间在办公室或寝室认真收看《榜
样 5》专题节目，然后以党支部为
单位组织研讨交流，每位党员结
合本校本人的实际情况写出心得

体会。
抗疫路漫漫，携手渡难关。全

体党员一致认为，当前虽然取得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胜
利，但是全球疫情仍未得到控制，
需要在这次持久战中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在同灾难的斗争中成
长进步，共建美好家园。在学校，
要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确保校园安全，办好人民满
意的职业教育。青年党员张继发
说：“我们要学习战役精神，守初
心，担使命，做先锋，作表率，让党
旗在一线全面飘红，让党徽在前沿
熠熠生辉，以实际行动为建党100
周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崇阳职校组织党员干部收看专题节目

感悟榜样的力量

县市场监管局

严把生猪质量安全关

本报讯 通讯员魏余报道：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争艳，崇阳县
石城镇九秀岭茶园呈现勃勃生
机，碧绿的新茶芽惹人喜爱，30
多位茶农正忙着采摘春茶，现场
欢声笑语，这是近日笔者看到的
景象。

据介绍，该茶场由石城镇第
十四届人大代表 67岁的周天甫
创办，注册资金500万元，建成现
代化场房一栋，从茶叶的种植、生
产、加工、包装一条龙流水生产工
艺。茶园总面积 600多亩，年产
茶叶 5000斤左右。茶园并引种
安吉特有“白茶一号”名优品种。

茶园采用有机肥种植，采叶品质
好，茶滋味甘醇，汤色鹅黄明亮，
香味悠长。

周天甫介绍，今年春来早，春
茶采摘期也提前了，从 3月初到
清明后这段时间是茶场工作繁
忙，最忙的时采摘茶农达 100
人。每年茶场的用工带动周边劳
动力 50多户 150多人，采摘工资
就 40 多万元，增加贫困户的收
入。

该镇石壁村陈女士高兴地
说，多亏了人大代表周天甫，让自
己在茶园采茶，一家人务工收入
5000多元。

石城镇六旬人大代表

兴办茶场带富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