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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受低涡切变影响，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13日：暴雨到大暴雨，偏南风2～3级，24～28℃；14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2～3级，22～26℃；15日：多云有阵雨，偏东风2～3级，23～29℃。

服务热线： 56896

崇阳城区

启动街道立面改造工程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

员田明报道：近日，崇阳县城区
老旧楼体立面改造工程启动，
同时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架
空线路入地项目一并实施。

日前，在崇阳县民主路近
沿河大道路段，记者看到沿街
建筑主体已被防护网围起来，
路面也已安装围挡。时值酷暑
季节，但施工作业仍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

据了解，民主路立面升级
改造工程，由崇阳县通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
北起桃溪大道，南至沿河大道，
道路长约900米。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外墙改造工程、门窗翻
新工程、屋面改造工程以及相

关配套工程。
“我们采用分段封闭施工

的方法，逐段开展楼体改造美
化，对老旧楼体墙面进行统一
涂刷，对商铺外展广告牌进行
统一规划，并对外露空调加装
格栅。”崇阳县双庆建筑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陈槐林介绍，在高
温天气，他们合理安排工人的
工作时间，从中午十点半之后
到下午四点之间停止施工，延
长了早晨和晚上的施工时间，
保证如期完成施工任务。

据悉，目前崇阳县已完成桃
溪大道北段部分楼体的改造，民
主路段改造工程进度已过半，预
计9月初竣工，后续计划对更多
路段老旧楼体进行改造。

咸宁交警开通“学法减分”
本报讯 记者王馨茁报

道：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
统一部署，8月5日，我市公安局
交 警 支 队 正 式 开 通“ 交 管
12123”app“学法减分”功能。
驾驶员在处理完交通违法、已
有记分但未被记满12分的情况
下，可在“交管12123”app上通
过人脸识别进行实人认证，申
请参加“学法减分”，一个记分
周期内最多可减6分。

据了解，驾驶员在“交管
12123”app上连续学习满5分
钟的，计入累计学习时间，3日内
累计学习满30分钟为1次，在7

个工作日内可以申请参加网上
考试，考试合格就可减1分。

“学法减分”是针对持有驾
驶证的驾驶人，因交通违法行
为被记分，参加网上交通安全
学习并考试合格后，予以减免
记分的措施，也是公安部交通
管理局统一部署的交管便民措
施 。目前，“学法减分”只针对
本市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驾
驶证状态必须为正常。

据民警介绍，“学法减分”
目前属于试点运行阶段，暂时
只开通网上学习的教育方式，
其他途径后期会逐步开放。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疫情防控价格检查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

员邹太明、黄泽中报道：8月9日
至10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
展了疫情防控价格检查，重点
对大中型商超粮油肉蛋奶等生
活必需品和零售药店防疫物资
价格进行检查和市场巡查，了
解市场价格动态，指导规范明
码标价，确保特殊时期市场价
格稳定。

执法人员先后到城区部分
药店、超市，重点检查粮油肉禽
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和口罩、
消毒液、测温枪等防疫用品价
格，了解市场供应情况和价格

波动情况，发放价格提醒告诫
函，填写疫情防控期间价格检
查登记表，对部分经营者存在
的未明码标价、标价不规范问
题现场指导整改。

从检查情况看，我市粮油
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
较为平稳。当前正是蔬菜上市
旺季，货源充足，蔬菜价格较疫
情前还有所下降，猪肉价格同
比降幅明显；药店一次性医用
口罩、测温枪、84消毒水、消毒
酒精等防疫物资供应充足，不
限量销售，价格与本轮疫情前
基本没有变化。

8月4日，位于崇阳县白霓镇龙泉村龙泉水库上端修葺一新的龙
泉古驿站、古驿道焕发出新风貌。龙泉古驿站、古驿道曾是崇阳商
人到赤壁市官塘驿镇经商必经之路，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去年，
崇阳县交通运输局投资200万元在此修建公路驿站，驿道全长1888
步，成为一个健身、养生的风景区。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员皮道
琦报道：“对于个别人员心理产生烦闷，
医护人员都会耐心跟他们解释、疏导，
进行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8月8日中
午12时，嘉鱼县城区隔离点宜尚酒店
的医护人员尹玲开始上门测体温。

据了解，宜尚酒店作为城区隔离
点已启用数日，共安排了12位工作人
员，目前运转良好。在这里，被隔离人
员都单独一间房，独立卫生间、电视、
体温计、消毒液、洗手液、口罩等配备
齐全。

目前，嘉鱼已运行的隔离点有7
个，截至 8月 6日零时，共隔离 514

人。同时，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嘉鱼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会商会，
决定紧急征用湖北嘉品生物有限公司
宿舍为临时隔离点。

据了解，该宿舍有3栋共240个
房间。由于该厂区宿舍荒废已久，条
件较差。县委县政府决定投资800万
元，对该厂区宿舍进行改造升级。

“从接到任务到完成项目团队组
建不到1小时，再到100余名工人启
程赶赴嘉品生物集中隔离点建设现
场，总共不超过3小时。”8月6日，回
想起两天前的那个上午，嘉鱼县住建
局工作人员杨圣只用了一个字形容：

快。
8月7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该

隔离点改造现场，120余位工人正在
紧张施工。

“我们于8月5日进场，目前正在对
各房间的卫生间进行拆除。”县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个改造工程包括室
内杂物清理、墙面修补、家电安装、走廊
亮化等，室外道路硬化、绿化等。

在3号宿舍一个房间内，工人李
建设正在清理房间杂物。汗珠从脸上
落下，汗水浸透衣背。“辛苦我不怕，就
想着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早一些完成
隔离点建设。”李建设的话，说出了所

有参与建设人员的心声。
“建设这个临时应急隔离点，主要

是本着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原则。”
嘉鱼县住建局局长杨宗平说，将联合
相关单位，齐心协力，如期保质保量完
成任务。

在加大隔离点硬件设施建设的同
时，嘉鱼县还对每位进入隔离点的工
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严格按照流程
为各个房间单独送餐，避免交叉感染。

“隔离点工作做得蛮到位。”正在
隔离期的陈先生感激地说，隔离点的

“硬件、软件”都很规范，让隔离者住得
踏实、安心。

嘉鱼硬件软件两手抓

加快隔离点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 记者镇强、通讯员涂胜斌
报道：“没想到我家的猪肉上了电商平
台，一天就卖完了！”7月28日，崇阳县
港口乡游家村低保户汪新诚喜上眉梢。

汪新诚口中的电商平台，就是崇阳
起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承建运营
的“隽水民生扶贫馆”。该馆采取“线上
带货、线下展销”的运营模式，利用电商
优势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产品
滞销难题，助力农户持续增收。

“得益于市商务局开展的农村电商
人才培训行动，让我们掌握了更多的电
商知识和技能，不断开拓发展乡村电商
业务，让本土农副产品走得出，卖得
俏。”该公司总经理庞动勤说。

今年，市商务局将农村电商人才培

训行动纳入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依托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工作，改进和完善县、乡（镇）、村
级电商服务站点布局，开展农村电商人
才培养，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截至目前，全市已创建电子商务进
农村国家级综合示范县（市）4个，省级综
合示范县（区）2个，实现了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市域全覆盖。嘉鱼县鱼岳
镇、通城县隽水镇、通山县通羊镇入选全
国淘宝镇，占全省淘宝镇的1/5；咸安区
柏墩村连续两年入选全国淘宝村。今年
1-6月，全市网络零售额131201.3万
元，同比增长34.1%。其中，农产品网络
零售9807.7万元，同比增长30.5%。

通城县与腾迅平台合作建设集客

魔方商学院，打造直播电商基地，建成
直播间9间，今年已培训电商直播应用
型人才600多人次。天助网深入咸安
桂花镇培训花卉苗木种植户的互联网
思维，引导农民网上开店销售苗木，该
镇柏墩村活跃网店数量达到100多家，
年销售额过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淘宝
村。通山女人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依
托在家待业妇女、贫困妇女，搭建社群
创业就业服务平台，已带动4000多名
妇女开设网店创业线上销售，被评为全
国“三八”红旗单位。

市商务局连续三年选派通城、崇
阳、通山农村电商领头人300多人次，
参加省商务厅的专题培训和外出考察
学习。今年，还将指导方片互动网络公

司开展电商直播学院建设，举办农村电
商带头人培训，着力培养一批电商产业
发展的引路人。

市商务局副局长甘茂表示，目前全
市已建成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6个，整合资源，完善县、乡（镇、村级电
商服务站点800多个，近三年累计培训
农村电商人才20000多人次，仅今年
对返乡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脱贫
户等开展农村电商普及和技能培训
3000多人次以上，提前完成了全年工
作目标任务，农村电商人才队伍不断壮
大，优质农特产品销售持续飘红。

我市农村电商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建成电商服务站点800多个 开展农村电商培训20000多人次

我为群众办实事

社区上门防控
8月8日，赤壁市周画岭社区及市

委统战部、市文联工作人员，在周画岭
社区校外小区设卡防控。

周画岭社区部分小区处于城乡结
合部，居民居住分散，工作人员逐一上
门排查外地返乡人员，扫码登记，宣传
防控知识。

刘克强 摄 （影像咸宁）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讯员廖
乙旨、潘琦报道：8月5日，在通城县
关刀镇水兴村村民交流群中，一条

“村支书送行动不便的老人去打疫
苗，途中遭遇车祸左腿粉碎性骨折，
因公负伤住院”的短视频，引起了村
民的热议。

正值疫情形势严峻时期，接种疫
苗和疫情防控两手抓是当前的重要工
作。8月4日上午7点开始，水兴村支
部书记程清武就开始组织村委干部和
驻村干部，挨家挨户劝说未接种疫苗
的老人，并派车接送前往镇卫生院进

行接种。
水兴村离镇卫生院较远，需要接

种的大部分是年迈的老人，只有一名
村干部有轿车，接送村民不方便。“只
要老百姓愿意，我就算骑摩托一个一
个接送，也要让行动不便的老人打上
疫苗，尽最大可能保障村民的生命安
全。”程清武说。

程清武骑着摩托车，一趟又一趟
地奔波在镇卫生院和水兴村的路上。
看着越升越高的烈日，他心急如焚，担
心室外温度越来越高，老人们排队打
疫苗会更加吃力。

正在这时，集镇路边突然闯出的
一辆三轮摩托将程清武撞倒，程清武
瞬间倒地痛苦不已，围观群众立刻拨
打120将其送往县医院，诊断结果为
左小腿腿骨粉碎性骨折。

“疫苗接种工作不能停，现在疫情
防控抓得紧，形势也很严峻，各位要多
辛苦一些，不能出一点问题。”躺在病
床上的程清武闲不下来，不停给村干
部打电话，依旧操心村里的防疫工作。

今年53岁的程清武，从1995年
开始就在村委会工作，妻子和女儿均
在家务农，一直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撞伤后，妻女一直在悉心照顾，眼里全
是心疼。

7月底全国发生疫情以来，程清
武坚守工作岗位日夜不休，积极调动
村干部下组入户开展常住人口疫苗接
种、排查风险地区返乡人员、劝导风险
地区村民切勿返乡等工作，始终坚守
在一线，真正做到了“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

“可敬、可佩、可嘉、可赞”，村民纷
纷点赞程清武一心为公的行为，这种
兢兢业业的精神也让当地干群抗疫士
气大增，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通城县关刀镇水兴村支部书记程清武

防疫途中出车祸左腿骨折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讯员熊昊
报道：近日，咸宁市生态环境局通城县
分局直接将在线监测数据作为违法依
据，依法查处了一起超标排放大气污染
物的环境违法案件，这是我市首例在线
监测数据超标案件。

今年5月，通城县某热力企业因锅
炉设计缺陷和废气处理不到位等原因，
颗粒物和氮氧化物在线监测数据连续
超标。咸宁市生态环境局通城县分局

通过在线监控平台发现线索后，迅速启
动立案程序。鉴于该案是我市生态环
境系统办理的第一起在线监测数据超
标案件，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高度重
视，精心挑选业务骨干，成立执法专班
赶赴该企业调查案情，多次组织会商讨
论，及时收集锁定违法证据。

7月16日，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对
该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12万元的决定
书，并责令该企业停产整治。目前，该

企业已投入20余万元，对废气治理设
施进行升级改造。

以往在线监测设备监测到的数据
只能作为线索，不能直接作为处罚依
据。近年来，大数据应用到环保执法领
域技术日渐成熟，重点排污单位废气、
废水排口的在线监测设备基本稳定，直
接采用在线监测数据作为违法证据已
具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根据生态环境部门每年发布的重点

排污企业名单，通城县要求这些企业必
须安装废气在线监测设施，对企业排放
的废气进行动态监测，结果同步上传到
国家、省市数据监控平台。一旦数据超
标，执法部门就能及时发现。

据介绍，咸宁市生态环境局通城县
分局将进一步完善这种“非现场、不接
触”的执法方式，使在线监控数据服务
于环境执法，科学合理配置执法资源，
实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污。

“互联网+环保”助力污染源监控

通城查处全市首例在线监测数据超标案件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

部情况予以公示。
葛军，男，汉族，1971年3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

员。现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主任。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政府县（市、区）长人选。

公示时间：2021年8月13日至2021年8月19日。广大干部群
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咸宁市委
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
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
人。严禁借机造谣中伤、诬告陷害。

来信地址：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邮政编码：
437100。

举报网址：http://xianning12380.gov.cn。
举报电话：0715-8112380，短信举报号码：13971812380。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21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