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者无疆

观九宫星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九宫山海拔高，具有大气消光小、视宁度好、夏季晴
夜多等优质观星条件。来到九宫山多次，山顶绚丽多彩
的夜空世界，为我种下了追星的“种子”。

站在铜鼓包上的星空公园，朝外望去，天蓝蓝、云透
透，在这里，大朋友、小朋友可以近距离“摘星辰”，数着星
星，听着风吹、虫鸣、蛙叫，彻夜卧谈。

来自广州的游客周令森第一次和朋友们来到这里露
营，“这里真的给了我意外惊喜，作为摄影发烧友，这里真
的太美了！无论是谁，来过之后都会给你一个爱上摄影
的理由。”周令森激动地说。

196平方公里的咸宁九宫山风景区，避开了闹市，宁静
致远，与黄山、庐山、峨眉山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在盛夏时
节，平均气温为21℃，因此获得了“天下第一爽”的美誉。

“夏至后，上山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外地游客中武
汉游客最多，此外，还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来这里拍星星。”
露营基地负责人陈春燕告诉记者，市民游客大多选择自
带帐篷上来露营，除提供场地外，这里洗漱间、饮水间、冲
凉房一应俱全，消费也很实惠。

“星星!”在大家都还在拉家常时，旁边却有人突然喊
了一嗓子。大家不约而同抬起头来，就在大家的头顶，出
现了一颗小小的却极亮极亮的星星，几分钟后，在这颗星
星的周围，又出来了几颗星星。一颗一颗……正在我们好
奇地数着星星时，这些星的周围又出现了几颗星星，就是
那么一瞬间，几乎不容觉察，天空被数不清的星星点亮了。

璀璨星空，流星在天空划过，光影雕绘的奇幻天国，
美丽的九宫山之夜拉开序幕，在晚霞消失时慢慢合帷。
苍穹之下的云中湖，水泊星光，无穷无尽。相机快门，定
格美景。

过了一会儿，月亮也从云中升上来了。它泛着淡淡
的乳白色，时而躲进云里，时而追逐着星星。星空的高
远、深邃让人类望尘莫及，仰望星空，浮云慢慢退去，云层
开阔，深蓝色的天上，满缀着钻石般的繁星。星空灿烂的
风车，微风浮起，蛐蛐鸣叫，将内心托付给星星。

漫天星空像一块点缀着璀璨钻石的幕布，梦幻得像是
异域风情，坐在360°“无敌观星房”里，遥看星辰大海，遥
远的星空总给人一种或神秘幽邃，或浪漫萦绕的感觉。

夜渐渐睡去，身上的寒意慢慢加深，不由得人耸耸肩
膀，四下还是无声，夜半的山上看不见炊烟，听不见鸟鸣，
甚至连猿啼亦无，静得让人难以忍受，使人开始有点想念
人声，有人终于忍不住，朝山里大喊好友的名字，一下子
打破了山里夜的寂静。

片刻欢愉后，大家终于发现，星星是数不清的。乏了
步入帐篷后，我昏昏睡去。

天刚刚泛白时，我又开始忍不住惦记起昨晚的星
星。从帐篷中探出脑袋，可惜天空已换了一副面孔。山
间日出，云海霞光，朦胧的水雾早已覆盖了整个山头。

看着太阳从水平线缓缓升起，由红色慢慢渐变成黄
色，远处光芒洒下来，铺展开来，和朝霞、云海、风车形成
了另一幅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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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强盛涂料股份有限公司氯化钾提
纯建设项目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环评工作，
现已形成《湖北强盛涂料股份有限公司氯
化钾提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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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建设单位名称：湖北强盛涂料股份
有限公司

联系人：喻涛
地址：湖北省嘉鱼县武汉新港潘湾工

业园湖北强盛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
联系电话：13908655291
邮箱：1341396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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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qlh9H-fUNz62T5czJNWLtA 提取码：
cuq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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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xwnCQatDle5LxEQylVoHA
提取码：h5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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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28日-2021年7月10日。
湖北强盛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21年6月28日

湖北强盛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氯化钾提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本报讯 通讯员张蒙晰报道：7

月6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召开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贾继平主持会议并作重要
讲话。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对
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燃气
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我省安全生
产工作部署。会上，还集中观看了《生

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

会议指出，中心全体干部职工要
深刻汲取十堰市燃气爆炸的安全事
故教训，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生
命重于泰山”的重要指示，提高警惕、
群策群力、常抓不懈，全力以赴做好
中心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
行动自觉强化责任担当，为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安全
生产长效机制。

会议要求，中心全体干部职工要
切实提高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站位，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把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
精神及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要明确职责分工，狠抓工作落
实，做到明确安全隐患排查范围、安
全隐患排查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要及时。同时，要强化监督检查，
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有成效、有结果。

市公积金中心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协办
服务热线：81302318273649

本报讯 通讯员张蒙晰报道：近
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党支部被市直机
关工委授予“红旗党支部”荣誉称号。
至此，该中心连续两年荣获该项表彰。

据悉，近年来，市公积金中心党
支部在中心党组的领导下，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深入推进党建规范化制度化
建设，以争创“红旗党支部”为抓手，
把中心党支部建设成为讲政治、有活
力、能战斗的坚强堡垒，把党员干部
队伍建设成为政治强、业务精、作风
优的过硬队伍。

该中心负责人表示，中心将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发挥好示范带动作
用，提升中心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推动中心在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中干在实处，为推进全市公积金
事业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政治保障。

市公积金中心党支部荣获“红旗党支部”称号

车辆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7月

16日上午9:30-10:00时(延时除外），
在创拍平台（网址:www.16cia.com）
上依现状对崇阳县3辆小汽车以网络
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标的具体信
息详见:www.16cia.com。

联系人：王女士 15872779441
湖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7月9日

遗失声明
朱付强遗失机动车驾驶证，证号：

421202198911163572，特声明作废。

安全生产无小事，燃气安全生产
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崇阳
县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深刻
汲取事故教训，反思工作薄弱环节，
细化强化工作措施，切实抓好安全生
产，坚决杜绝燃气领域安全事故发
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组织领导。燃气安全生产工
作贵在责任落实。崇阳县各乡镇、各
单位采取责任包干的办法，层层分解
工作职责，落实到每一个部门、每一
个行业、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岗位和
每一个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将燃气安全工作落实情况纳入日常
督查和年终考评的重要内容。对责
任不到位、工作没有抓落实，导致发
生较大以上事故的单位和个人，采取
责任倒查连坐制。

2.严于履责。按照“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的原则，乡镇人民政府加
强本地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按照

“谁检查，谁督促，谁落实，谁负责”的
原则，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负
责追踪督促整改落实到位。对省燃
气专委会检查组下面的执法建议书，

分别建立了隐患挂牌督办表，每个问
题隐患均明确了整改责任单位、责任
人员、整改期限，相关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员迅速采取行动，对督办的安全
隐患逐一整改逐一销号。

3.严格排查。加大燃气安全监
管力度，燃气属于高危行业,燃气安
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各乡镇各单
位高度重视燃气安全生产工作，组织
专人专班深入各燃气企业，抓细安全
隐患排查和整改，消除过期钢瓶、不
合格灶具，加强防火、防爆措施。对
检查中发现的燃气安全隐患，逐项登
记造册;责令有关单位立即进行限期
整改，并对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及时跟
踪检查。对存有重大事故隐患的生
产经营单位停产整顿，整顿不达标的
坚决予以关停。对疏于管理，有法不
依，造成重大事故的，追究有关人员
的责任。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严格遵守运行、维护、抢修、保养等安
全操作规程。同时，加大对燃气设施
及管理的资金投入，采用新技术、新
工艺、新设备，对日益老化和落后的
燃气设施，及时进行更新改造，从根

本上消除燃气设施的安全隐患。
4.严肃追究。严肃执行责任追

究制度，谁出了事，就处罚谁，该罚企
业就罚企业，该罚个人就罚个人。按
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责任追究到
人。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对非法和不
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
行为、安全事故隐患整改不力的行
为、安全生产责任制执行不严的行为
予以严肃查处，一并记入不良行为档
案，网上公布。下阶段，崇阳县政府
将在前期全县燃气安全生产大检查
的基础上，组织对所有的燃气企业进
行梳理，按照安全隐患的严重程度，
分类排队，对安全隐患最突出、问题
最严重的项目和企业，采取司法手
段，对负责人和责任人员，移交公安、
司法、检察机关，依法严肃处理，做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廖瑜)

加快城投改革转型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崇阳城投 主办

崇阳县深入开展燃气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2021爱心护考。6月7日至9日，市客
管处组织开展市区城市客运行业爱心护考活
动，在城区5个考点布置安排了应急服务车
辆，高考期间免费为我市中心城区的高考考
生提供应急服务。

祥生公司（48人）

鄂LT0895 李元成 鄂LT0896 陈宏仁
鄂LT1301 周红升 鄂LT0056 陈江湖
鄂LT0270 罗良儒 鄂LT0781 桂祖俊
鄂LT1511 方兆军 鄂LT1389 韩眼艳
鄂LT0183 沈明福 鄂LT1513 黎卫军
鄂LT1213 陈永雄 鄂LT0837 周四清
鄂LT1519 余 薇 鄂LT0851 伍金文
鄂LT1361 喻学俊 鄂LT1339 毛安维
鄂LT0711 钱志强 鄂LT1312 余卫刚
鄂LT0312 吴礼裕 鄂LT1686 饶才勇
鄂LT1392 方兆柱 鄂LT0138 杨贞权
鄂LT0762 张小梅 鄂LT0333 甘正兵
鄂LT1329 陈新国 鄂LT0182 罗佩伦
鄂LT0525 唐卫磊 鄂LT1393 熊卫伟
鄂LT0577 邓卫琼 鄂LT0058 吴卫坚
鄂LT0866 陈帮武 鄂LT1503 徐卫雄
鄂LT0852 樊后俊 鄂LT0817 陈黎明
鄂LT0465 许立群 鄂LT1508 胡卫智
鄂LT1367 刘伸文 鄂LT1308 陈卫辉
鄂LT1358 张远志 鄂LT1333 刘卫营
鄂LT0216 刘细宁 鄂LT0456 刘卫斌

鄂LT0816 孙卫冀 鄂LT0115 吴成群
鄂LT0815 朱立普 鄂LT1381 陈永红
鄂LT0291 饶顺家 鄂LT0796 雷宗钢

城顺公司（21人）

鄂LT1529 钟建建 鄂LT1576 刘建永
鄂LT1579 刘荆楚 鄂LT0081 詹新元
鄂LT1522 刘建旭 鄂LT1535 胡辉煊
鄂LT1561 樊明宏 鄂LT1577 李红卫
鄂LT0999 周重义 鄂LT1592 万龙兵
鄂LT1595 程建耀 鄂LT0907 黄和保
鄂LT1573 李常怡 鄂LT1583 都中华
鄂LT0902 李光东 鄂LT0732 王小燕
鄂LT0692 陈定明 鄂LT1552 孙耀明
鄂LT0900 周建钢 鄂LT0697 蔡建刚
鄂LT0702 石建红

源通公司（24人）

鄂LT0050 李汉明 鄂LT0506 李典亮
鄂LT0093 林美云 鄂LT1238 王典勇
鄂LT0109 刘细芬 鄂LT0118 詹新红
鄂LT0073 张典军 鄂LT0233 樊俊伟
鄂LT0950 童希兵 鄂LT0123 雷建武
鄂LT0133 汪黎佳 鄂LT0167 樊典朝
鄂LT0968 金继华 鄂LT0937 袁典辉
鄂LT0929 成典钢 鄂LT0128 曾凡军
鄂LT0260 胡武雄 鄂LT0203 孔志南
鄂LT0935 何典斌 鄂LT0783 余典俊
鄂LT0057 冯家造 鄂LT0215 童建设
鄂LT0213 张见禄 鄂LT0157 章华柏

枫丹公交公司（10人）
鄂L09198D 王贤梁 鄂L00296D 周 全
鄂L1D088 蔡素霞 鄂L1D177 朱亚丽
鄂L03269D 刘 成 鄂L03093D 陈大为
鄂L1D200 王志忠 鄂L1D551 吴志刚
鄂L1D109 朱夕亭 鄂L1D010 顾明胜

黑榜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公司/车号

祥生 鄂LT0537

祥生 鄂LT1303

祥生 鄂LT1383

祥生 鄂LT0682

祥生 鄂LT0879

祥生 鄂LT1502

祥生 鄂LT0777

祥生 鄂LT1377

城顺 鄂LT0911

城顺 鄂LT1597

城顺 鄂LT0269

城顺 鄂LT1110

源通鄂LT0173

源通鄂LT0011

源通鄂LT0973

源通鄂LT0935

源通鄂LT0532

时间

6月13日

6月14日

6月14日

6月14日

6月15日

6月15日

6月15日

6月18日

6月14日

6月18日

6月15日

6月15日

6月14日

6月15日

6月15日

6月15日

6月19日

违规情况

议价拒载

拼 客

拼 客

拼客、拒载多次

拼 客

拒 载

拒 载

拼 客

拒载、拼客

拼 客

拼客、不打表

拼客、不打表

拒 载

拒 载

拒 载

拒 载

拼 客

（市客管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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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日荷花别样红

清水画廊

通城县四庄乡清水村千亩荷花盛
开，荷花与远山相呼应，呈现出一幅幅
荷塘田园诗意图景。漫步于塘岸栈
道，清香扑鼻，令人流连忘返；或涉水
采莲，穿梭于荷塘间，其乐无穷。

穿过凌波桥，漫步杨柳岸，看着这
眼前一望无际的荷塘，你是否也有一
丝清凉之意扑面而来呢？百米远处还
有廉文化馆，寓教于景、寓廉于乐、让
游客在观景、娱乐的同时，还能接受廉
洁文化的熏陶。 （本报综合）

沧湖

荷花飘香的初夏悄然而至，沧湖
又美出了新高度。被荷花吸引前来的
摄影发烧友手持“长枪短炮”，定格了
属于今夏的独特记忆。

然而湿漉漉的梅雨季，雨总是下
个不停，期待周末的雨中荷花，相信将
别有一番韵味，雨落在荷叶上凝聚成
珍珠般的水珠，有着“大珠小珠落玉
盘”的景致。

珍湖

珍湖遍生野生莲藕，游人乘一叶
扁舟，在烟波浩瀚的湖面感受万顷碧
荷，在水上吊脚楼农庄领略渔岛风情，
美不胜收，心旷神怡。

一朵朵荷花，婉如一个个风姿绰
约的仙子随风摇曳。如此美景吸引了
不少游客纷纷置身于这一片绿的世
界，花的海洋。

斧头湖

嘉鱼县湖泊众多，水域面积占县
域面积的三分之一，形成了独特的江
南水乡灵韵。该县渡普镇斧头湖畔的
黄沙湾和大路村湖南棚，莲藕种植规
模大、品种多，莲藕产品行销全国，知
名度和美誉度都很高。

斧头湖万亩荷花碧波起伏、荷花摇
曳的场面震撼眼球、非常壮观，成为经
典的摄影题材。来自省内外的摄影家来
到这里，架起长枪短炮，将这美景定格。

向阳湖畔有一个万亩香莲基地，
绿荷相倚满池塘。六月荷花盛开，满
池芙蕖姿态万千，这边小荷才露尖尖
角，玲珑可爱，那厢粉白色的荷花绽放
到最美状态，掩映在一叶叶大如伞的
翠绿色荷叶之下，明艳和清丽两种颜
色相撞，美到惊叹！

近距离接触又别有韵味，在向阳
湖万亩香莲基地体验那“映日荷花别
样红”宏大场面，乍有一番夏日风情，
也是写生、摄影的最佳时机。

向阳湖万亩香莲基地

十六潭公园

端午过后，十六潭公园内的朵朵
荷花就在荷叶间相继冒头，夏日赏荷
的序幕拉开。深红浅红色的荷花，主
要集中在公园中心的水池中，水面上
偶尔露出头的荷花就像散落在玉盘里
的珍珠。

闷热的夏日，在十六潭公园邂逅
一池清莲，心旷神怡！

炎炎夏日，咸宁的第一波荷花已经开了，市文旅局为出游居民寻到了多处家门口的荷

塘，坐下来静静观赏，甚是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