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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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赵青秀报
道：为切实推进减塑工作开展，
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崇阳
县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的
通知》，从工作目标、工作内容、
工作步骤、工作要求进行全面部
署和精心安排，要求严格执行有
关法律法规，生产符合相关标准
的塑料制品。

该局规范生产使用塑料制
品，经核查，全县11家塑料制品
生产企业，4家处于停业状态，1
家正在建设中，主要涉及医用检
查手套、降解餐盒、食品用塑料
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

该局强化源头管控，对 11
家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开展日常
监督检查 21次，同时创新监管
方式，通过湖北省政府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按
55%比例开展产品质量双随机
监督抽查1次，共抽取塑料制品
生产企业6家，委托第三方完成
生产领域塑料制品抽样 10 批

次，重点查看是否严格执行原材
料索票制度，要求严格执行有关
法律法规，生产符合相关标准的
塑料制品。

该局强化销售清查。13个
市场监管所出动执法人员290余
人次，对 130余户塑料制品和餐
饮经营户进行督导，通过进社
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方式上门
宣传，禁止销售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
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
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和塑料棉
签、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
截止8月底，流通领域现场责令
整改 5次，抽查塑料制品 17批
次，立案 2件，罚没 19560元，签
订“齐心协力共减塑 美丽崇阳绿
长驻”承诺书500余份，发放告市
民书1200余份。

县市场监管局

强化塑料污染治理

遗失声明
李淑兰不慎遗失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23MA4APR4259，注册
号：422325600161061，特此声
明作废。

李淑兰不慎遗失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21223MA4AQDPP4Q，注
册号：422325600158024，特此
声明作废。

2021年9月13日

面对摔地老人到底扶不扶？是当
今社会一个比较敏感的热点话题。

近日，在崇阳县新建路电信公司地
段，放假经过此地的 2名龙阳高中学
生，面对突发高血压病晕厥摔倒在地的
老人，他们毫不犹豫地扶起昏迷老人，
等待20多分钟直到老人家属赶来才离
去……

9月 9日下午，崇阳县融媒体中心
报料平台接到报料者金志军的电话称：
9月 8日上午 10时许，正在单位上班的
他突然接到了嫂子的电话，告知其老父
亲因高血压骤升晕厥，摔倒在县电信公
司路段的马路边，幸被好心人扶起。

接到电话后，金志军立即驱车赶往
事发现场。在县电信公司路段对面的
人行道上，其父亲坐在凳子上，仍处于
昏迷中，一左一右有2个小青年托扶着
老父亲的肩膀。因事发突然，他急着送
父亲去医院治疗，只知道扶救老父亲的
2个小青年是龙阳高中的学生，未来得
及打听其姓名和班级。请求本中心平
台帮忙寻找这2名学生，家属希望当面
致谢。

接报后，崇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迅
速前往龙阳高中采访。说明来意后，校
方并不知此事，通过校广播站紧急广播
寻找，终于找到了扶救老人的 2名学
生。

这 2名学生均系该校高一（1）班
的学生。一个叫赵文博，家住沙坪镇新
街；一个叫熊加伟，家住石城镇杨林村。

在高一（1）班教室里，记者见到了
正在上自习课的赵文博和熊加伟。得
知记者的来意，全班同学对他们俩投来
了赞许的目光，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让赵文博和熊加伟这2个青春阳光
的男生显得有些局促和害羞。

在教室外，赵文博和熊加伟向记者
讲述了扶救摔地老人的经过。9月8日
上午10时许，学校放假，他们俩相约去
购买学习资料，在经过县电信公司地段

时，看到马路边有一位老人摔倒在地昏
迷不醒，他们连忙扶起昏迷的老人，一
人挽着老人的一只手，站在人行道上等
待。旁边药店店员搬来了一个凳子，他
们就把老人扶坐在凳子上。期间，有路
过行人认识摔地老人，并电话通知了老
人家属。在等待家属的过程中，赵文博
和熊加伟就一左一右地扶着老人，大概
有20多分钟，直到老人儿子赶到现场，
接走老人去医院，他们才离开。

当记者问及“面对摔地老人，你们
去扶救，不怕讹诈、蒙冤发难吗？”他们
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们可没想那么多，
只知道老人倒在地上不扶起来，肯定是
不行的。我们把老人当成自己的爷爷、

长辈来看待，当时什么都没想，只想把
老人扶起来，让老人能够及时得到救
助。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还会毫
不犹豫去做。”

9日晚上，记者随同金志军来到了
其父亲的居住地县委老党校院内。其
父亲叫金光宗，今年已有97岁高龄，系
原苏塘（现金塘镇）高中校长，是一位有
着70党龄的共产党员，现退休在家，有
几十年高血压病史，平时都要吃药降
压。

金光宗老人经过医生的精心救治，
已出院回家。可因摔倒在地，导致右手
粉碎性骨折，目前在家休养。

据金光宗老人回忆：当日，他因出

版新文集一事，到文友家商讨交流，在
返家的途中，发病倒地。事后，他才获
知是龙阳高中的2名学生扶救了他，老
人对赵文博和熊加伟助人为乐的优秀
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并反复叮嘱其儿子
金志军一定要去学校当面致谢。

金志军告诉记者，接诊医生告知，
幸亏有好心人及时将父亲从地上扶起，
如果长时间晕厥倒地，极可能会危及生
命。对于及时出手扶救昏迷倒地父亲
的 2名高中学生的行为，大加赞赏，正
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及时相救，为自己父
亲抢救治疗争取到了最佳时间。同时
表示，将在近期前往龙阳高中当面致
谢。

龙阳高中学生赵文博和熊加伟

面对97岁倒地老人到底该不该扶？崇阳龙阳高中2名学生用行动亮出答案——

毫不犹豫扶起来，让老人得到及时救助
全媒体记者 佘帅兵 陈君益

在通往崇阳县天城镇山下村12组
的李家，山路弯弯曲曲。在一幢看起来
有二层的平房，外墙却早已斑驳，今年
63岁的李忠林和59岁的丁四云一家人
就这样与世无争地住在这里，膝下有儿
有女，也有孙子了，本应尽享天伦之乐
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7 年 8
月，丁四云总是感到不对劲，身体不舒
适。由于没有在意，加之害怕花钱，拖
到当年 11月才到县妇幼保健院检查，
结果确诊为“宫颈癌”，系淋巴结手术后
遗症。近4年来，光耗在各级医院的医
治费近20万元。

“蚊子一咬就感染，这样活着真难
受！”丁四云泪眼汪汪地说。她至今双
腿大小不一，只见其右腿肿涨犹如桶
粗，左腿消瘦如骨柴，因行动不便，完全
靠 30岁的女儿李贵明在家搀扶照料。
而李贵明也是命运多桀，婚后不到 2
年，丈夫就患白血病去世了，留下 1岁
多嗷嗷待哺的女儿。她说，这几年母亲

治病的经济来源，一是靠父亲在外打零
工，由于身体薄弱，每月仅 2000多元；
二是靠在东莞打工的兄嫂接济帮衬，但
也是杯水车薪，因为他们在外也要生存
活命。

好在当时全县脱贫攻坚摸排销号
中，丁四云被列入贫困户于 2018年起
享受了低保政策，住院医疗费可以报销
90%，但每次到武汉化疗的 5千多元就
无法报销了。

谁知，祸不单行。今年 7月，李忠
林从低烧到滚烫发烧，当时认为是一般
感冒而已，没有放在心上。后来，他被
作为疫情监控人员送医院检查，才确诊
为“淋巴肺部囊肿”，到同济医院复检
时，已是小细胞扩散肺癌晚期。因为不
断化疗，现已花去治疗费8万多元。

“由于我没有享受低保，费用都是
靠兄弟姊妹，左借右挪，几乎所有亲戚
朋友都借过钱了！”头发几乎快脱光的
李忠林一脸憔悴又有点无奈地说，每月
2次化疗，可能自己不久于人世了，若

自己能办个低
保，就医报销一
大半，则可减轻
子女的负担及亲
戚朋友的担忧和
压力。

据山下村刘
副书记介绍，李
忠林家情况属
实，的确比较特
殊，村里已将他
向上申报低保
户，目前资料已
送到天城镇民政
办，但县民政局、
低保局的批复要
按程序办，需要
一点时间。

记者希望李
忠林家的状况能
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同时期望社会爱
心人士伸出援手给予帮助！

（ 李 忠 林 联 系 电 话 ：
15992790636）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之际，崇阳这对身患绝症的农村夫妇——

期待医保帮扶 盼望好人救助
全媒体记者 沈二民

63岁的李忠林和59岁的丁四云夫妇及其女儿

本报讯 通讯员杨加丽、刘智利报
道：近年来，为助力中药材在新时代绽
放新光彩，崇阳县税务局发挥税收大数
据优势，推出一系列减税降费“良方”，
减轻中药材企业的税收负担，极大地促
进中药材产业创新升级。

近年来，崇阳县委、县政府把中药
材种植作为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
产业来抓，全县开发中药资源，建设绿
色宝库既有地理形胜奠基，又有历史传
统采集和种植文化积淀支撑，有条件成
为崇阳加快绿色崛起的新支柱。截至
目前，全县中药材有黄精、芍药、射干、
白芨等品种，种植总面积达 6.65万余

亩，产值3.6亿元。
为增强企业研发创新的底气，崇阳

县税务局积极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
围绕特色产业发展主动作为，打造“网格
化”宣传辅导模式，一对一帮扶，点对点
宣讲，为中药材企业广泛宣传各项税费
优惠政策，包括合作社社员种植中药材
销售免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合作社为
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投入的研究费用享
受加计扣除政策等，积极助力合作社发
展，鼓励合作社资产积累，投入资金拓展
产品初加工、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

“中药材产业的市场前景好，效益
好，公司的发展离不开税务部门的支持

和帮助，特别是去年疫情之下，还主动
宣传税费优惠，税负‘包袱’越来越轻，
这减的是真金白银，涨的是发展信心
啊！”湖北领康中药材有限公司负责人
熊银德由衷地感慨。

湖北领康中药材有限公司是该县
最大的中药材企业，黄精、白芍、知母、
射干、紫菀等中药材种植期间每亩吸纳
季节性临时用工 30余人次，每人每天
人工费100元，在带动周边闲散农户就
近就业的同时，引导农户自身参与种
植，促其收入增加，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带动农户稳定增收的重要引擎。

据统计，仅 2020年，崇阳县新增中

药材种植基地105个，新增面积约8000
亩。全县从事中药材种植农户1215户，
从事中药材种植4839人，人均收入8000
元以上。全县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组
织已发展到 44家。2019-2020年全县
中药材合作社已申报享受免税销售额
2530万元，中药材公司可申报享受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达10020万元。

崇阳县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税
务部门在对企业的税收管理过程中，采
取线上“点对点”推送和线下“面对面”
辅导等方式，依托“非接触式”办税缴
费，助力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助力当地
特色中药材产业蓬勃发展。

崇阳税务为中药材产业输送“活血”良方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田明报道：电
商平台直播带货方兴未艾，在崇阳县也
有这样一个直播团队，以本土特产带货
为主，为家乡代言、点赞。

80后小伙甘衡是土生土长的崇阳
人，作为“拔拔粮仓”直播平台的负责人，
每次直播开始前，他都要早早地调试好直

播后台数据，为每天的直播做好准备。“拔
拔粮仓”的直播间，已经开播了1个多月。

做直播带货的同时，该团队也在研
究借鉴其他直播平台的方式方法，同时
考察家乡特产的货源销路，最终决定采
用差异化竞争策略，以本土产品带货为
主，争取更多家乡父老的关注支持。

拔拔粮仓直播平台负责人甘衡告
知，把崇阳、通城、通山、嘉鱼、赤壁的特
产整合到一起，推广到全国去。这是我
们的初衷，做一个本土的直播间。

为此，该团队积极和各地的经销商
联系沟通货源，像崇阳的小麻花，赤壁
的青砖茶，通山的包坨等，主打本土货

源的直播间也越来越受到家乡人的关
注，目前粉丝量已经近三千。甘衡告诉
记者，虽然刚刚开播一个月，但销售数
据还算乐观，他们也准备上架更多的本
土特产，包括鸡蛋、腊鱼、腊肉、鱼糕、鱼
丸这些土特产类的，让本土品牌更多地
销往全国，做强自己的直播平台。

崇阳“拔拔粮仓”直播平台带火本地特产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田明
报道：连日来，崇阳县新闻出版
局组织县网信办、县文旅局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共同开展“护苗 2021”专
项行动，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
境。

专项行动聚焦中小学生学
习所使用的书籍材料及学习用
品、常出入的校园周边文化经营
场所、未成年人易接触、常使用
的网站和应用等方面。执法人
员走进校园周边文教经营场所，
重点对销售中小学教材教辅的

书店、文教店加强执法检查，深
入排查教材、字典词典、辅导用
书等出版物的印刷、发行环节，
依法严查各类侵权盗版行为，杜
绝侵权盗版教材教辅流入校
园。重点查验出版物经营资质
和出版物、相关印刷品、放映内
容等是否存在夹杂“黄暴毒”等
有害信息，对发现的非法出版物
及有害内容一律依法处置。

此次行动深入县实验小学、
第四小学等校园周边文化场所
20余家，收缴留存一批涉嫌盗版
教辅资料和超范围经营出版物。

崇阳启动“护苗2021”专项行动

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吴伟报道；
9月 7日上午，崇阳县法院白霓
人民法庭开展“巡回审判”，将法
庭“搬”至白霓镇某村村委会，妥
善调处一起当事人为花甲老人、
同胞兄弟的通行权纠纷案，受到
村干部和村民一致好评。

白霓镇某村村民刘某 1与
刘某2系同胞兄弟，且均年过花
甲。两兄弟隔墙而居，本该和睦
相处，却因堂屋通行权问题闹得
不可开交，村委会多次上门调解
无功，后来在当地政府调解委员
会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2021年 7月，因哥哥刘某 1迟迟
不履行协议，刘某2将其告至崇
阳县法院。

白霓人民法庭承办法官收
到该案后，经过细翻案卷、分别
与兄弟二人沟通后得知：两兄弟
从小感情很好，刘某1七岁便过
继给亲叔叔，但两家人分居上下

堂屋，亲情从未疏远，二人各自
成家后，兄弟二人便合伙贸易
经营，但因市场行情多变，数年
下来兄弟二人亏损严重，致使
兄弟感情生隙，严重的债务甚
至使兄弟及家人反目成仇，多次
因利益纠葛产生争执、大打出
手，在当地村民中产生严重不良
影响，此次通行权纠纷实际上是
兄弟两家人数十年来积怨的集
中爆发。

经过充分聆听当事人陈述、
耐心劝导兄弟讲和，承办法官察
觉到该案存在调解转机，便果断
决定开展“巡回法庭”审理该案，
并邀请村委会和村民代表联合
劝解调和。当日，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两兄弟在巡回法庭庄严
的国徽下签下调解协议，刘某 1
当庭履行其义务。至此，一起当
事人为花甲老人、同胞兄弟的通
行权纠纷案得到妥善化解。

六旬兄弟对簿公堂
巡回法庭化解纷争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佘帅
兵、通讯员乔云报道：漫步崇阳
县青山水库大坝，水面碧波荡
漾，山峦叠嶂，环境优美恬静。
青山水库总库容4.48亿立方米，
水质优良，是崇阳县县级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被称为全县人民
的“大水缸”。

2018 年 5 月 31 日，生态环
境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
护专项督查组督查发现，由于水
库村村委会办公楼位于青山水
库饮用水取水口上游二级保护
区内，威胁饮用水安全。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责
成县生态环境分局、水利局、湿
地公园管理处等部门形成合力，
按照相关管理职责，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改善青山水库
水质，切实保障饮用水源地水质
安全。

随后，青山镇水库村村委会
办公楼被爆破拆除，重新选址建
设；西坝二级保护区内 14户居
民全部实施搬迁拆除，同时对东
坝居民生活污水进行截污纳管
处理；各职能部门夯实工作责
任，加强执法巡查，填补监管真
空，严厉打击在水源保护区垂
钓、捕鱼、网箱养殖等违法行为，
形成执法高压态势，达到查处一
批、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
不折不扣落实饮用水源地各项
环保措施，确保让群众喝上干净
水放心水。

崇阳多措并举保护水源地

确保群众喝上干净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