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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投诉举报电话：12331

城管动态城管动态 走进烟草
12313卷烟打假

举报电话

洪湖警事
洪湖市公安局主办

本报讯（通讯员张磊）为有效净化辖区
内卷烟市场环境，切实维护良好的卷烟市场
秩序，近段时间，市烟草专卖局采取得力措
施，扎实推进“楚天市场净化”专项整治行
动。

近日，峰口镇政府卷烟领导小组联合峰
口管理所、稽查二中队、公安、工商等执法部

门，在分管领导的带领下，针对峰口镇辖区
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了“拉网式”检查整
治。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6
人，执法车辆3台，检查重点经营户40户，查
处涉烟违法案件3起，共查获违规卷烟120
条，有效震慑了一批违法经营户，进一步巩

固了“楚天市场净化”专项整治行动效果。

10 月 23 日，在沙口镇董口村开办的“精
准就业创业扶贫水产培训班”结业了，来自周
边 5 个村的 19 名贫困学员谈起了自已的感
受。这些学员都是打算通过“虾稻连作”产业
脱贫的。他们说，贫困人员创业最怕的是亏
本，这次学了一个月，心里有底不怕了。董口
村6组贫困人员董本河还感激地说：“市人社
部门不仅把技术培训班办到了我们家门口，
还把课堂搬到田头水边，手把手地教你学到
实实在在的养龙虾技术，我的 8 亩水稻田在
培训开始时就投放了 100 斤虾苗，到时可以
赚到3万多元，还了债，日子也好过了！”

自今年 3 月“洪湖市精准扶贫就业创业
专项培训”活动开展以来，市人社局组织市就
业训练中心、市高级技工学校、市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和湖北省现代技术学校洪湖分校共4
家培训机构，对全市有就业创业培训意愿的
340名农村贫困人员因人因需施策，“应训尽
训”，以“一技之长”就业创业脱贫。在这一专
项培训中，他们创新“两个课堂”，做优“三个
对接”，为贫困人员学到真本事履职尽责，确
保了精准就业扶贫接地气、出实效。

创新“两个课堂”，提升就业创业培训实
效

开通流动课堂，培训下村到组，让贫困人

员“学习生产两不误”。这次专项培训全部实
行上门免费培训，市人社局局长陈怀标说：

“有培训意愿的贫困人员都是家庭的主要劳
动力，如果不能上门培训，势必会影响到他们
的生产生活，影响到培训的效果，影响到就业
创业扶贫的精准。”为了开好“培训大蓬车”，
市人社局采取先调研，后确定题目，选择合适
的培训地点，再定培训机构、定专业教师或聘
请专家开班授课的模式。通过到村组调研走
访，按照贫困人员对就业创业技能需求和地
域经济特色，设置培训项目，然后根据贫困人
员的分布情况，确定在较为集中的村组开班，
开展分类培训，时间为1至3个月，每班少则
5-6人，多则30人左右，让贫困人员培训又顾
家，在家门口享“技能大餐”。

董口村村主任董本洋告诉笔者，这次在
董口村开办的水产养殖培训班，周边海岭、蒋
岭、左张、蔡杨等村的贫困人员也参加了，还
有市水产专家和专业教师授课，大家参与热
情都很高，决心通过培训做好“虾稻连作”产
业，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搭设实训课堂，实训跟着课堂走，让技能
培训“理论实践两结合”。在农村，4050农村
劳动力文化水平都不高，贫困人员就更低
了。为了达到培训效果，必须把实训放在首

位。负责培训的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培训科科
长孙忠林说：“技能培训理论讲多了他们听不
懂，也不耐烦听，我们要求培训机构上理论课
时图文并茂，多上实训课，把理论融入实训
中，手把手传授技能，他们才愿意学、学得快、
记得牢。”我们看到，在峰口镇延华新村和新
沟村，育婴的成套实训模具搬进了月嫂培训
班的课堂；在沙口镇的董口村和瞿家湾镇的
戴杨村，贫困人员的“虾稻连作”水稻田成了
水产养殖培训班的实训基地；在龙口镇和燕
窝镇，幼儿园也自然成为保育员培训班的实
训园了，实际操作训练和技能提升培训在这
里得到强化。

做优“三个对接”，畅通就业创业直通车
开展“订单式”培训，做优培训与岗位的

对接。为了保证专项培训有的放矢，市人社
局组织专班调查走访全市三大工业园区和30
多家企业，首次与洪湖国际大酒店等10家企
业联合开展“订单式”培训，签定了“洪湖市就
业精准扶贫用工对接协议”，企业根据贫困人
员的就业意愿、年龄和文化程度，拿出8个工
种、100多个岗位，市人社局量身定制培训计
划，确保“培训一人，合格一人，就业一人”。

开展“点单式”培训，做优培训与产业的
对接。洪湖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水产大

市。近年来，洪湖大龙虾爬向神州大地，稻田
养龙虾成为农民致富的一大产业，并在沙口、
瞿家湾等乡镇开始形成规模。瞿家湾镇、沙
口镇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乡镇，这里的贫困人
员想通过发展这一产业脱贫致富，苦于没有

“虾稻连作”技术，市人社局整合培训资源，组
织专业教师和水产专家上门按需施教、以训
促学，基本上做到了实用技术培训与产业创
业的无缝对接。

开展“定向式”培训，做优培训与市场的
对接。在农村贫困人员中，不少3040妇女想
走出去当月嫂就业脱贫。据市场调查，随着

“二孩”政策的放开，月嫂成了香饽饽，月薪最
低4000元至5000元，金牌月嫂月薪高达8000
元-1 万多元，还供不应求。于是，市就业训
练中心把“精准就业扶贫月嫂培训班”的大蓬
车开进乡村，满足贫困妇女的就业意愿。
企业、产业、市场是培训的基所在、利之源，也
是驱动农村贫困人员就业创业脱贫的“基”和

“源”。截止10月底，洪湖市精准扶贫就业创
业专项培训已在13个乡镇开班13期，310名
贫困人员参加培训，其中已结业255人，正在
培训的有55人（2个班），培训合格率达85%。
在已培训结业的贫困人员中，首批有 110 人
实现就业创业。

洪湖市血防医院疼痛科2015年巨资引进目前治疗腰腿
痛最先进的椎间孔镜系统，能在视频显示器下直接摘除椎
间盘突出，可较好缓解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症状越重效
果越明显，微创治疗，术后5-10天出院！

由武汉市专家亲自手术，保证安全，保证疗效！
手术创伤小，仅6mm，只需缝合一针。术后护理简单，

手术效果好，运用成本低。
地址：洪湖市茅江大道39号一楼疼痛科
电话：0716-2200289 13697267968

洪 湖 市 第 四 人 民 医 院
洪湖市血吸虫病专科医院

疼痛科
——TES椎间孔镜

洪湖市中医医院 老百姓放心医院
洪湖市中医医院，洪湖市唯一的三级甲等公立医院。
重点专科优势明显。风湿病科为国家级重点中医专

科，骨伤科、肛肠科为湖北省重点中医专科，糖尿病科、针
灸科、推拿科、脾胃病科、妇科、肿瘤科为荆州市重点中医
专科。

40年传承创新发展，铸就熠熠生辉的荣耀品牌。已陆
续获得“全国百姓放心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湖北省消费者满意单位”、“湖北
省知名中医院”、“湖北省示范中医院”、“湖北省质量诚信
单位”等省级及省级以上荣誉称号，“洪湖中医”为湖北省
著名商标。

咨询电话：0716—2211461

本报讯（通讯员舒光
友 王一琼）金菊溢彩，稻
菽飘香。10月28日，洪湖市
2016 年中小学教学工作暨
课程改革推进会议在市双
语实验学校如期召开，全市
各中小学校长及教师代表
28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教研室认真分析
了洪湖市 2016 年中高考情
况，对 2016-2017 学年度中
高中提出了教学工作建议，
共同研讨了新一年的中高
考备考工作；乌林镇中心学
校、大同湖管理区总场小学
及洪一中教师代表在会议
上作了教学经验交流；全国
课改联盟金太阳名校研究
院的柏成钢院长给与会代
表作了《让课堂绽放魅力》
的精彩课改报告，为洪湖市
进一步推进课改工作出谋
献策。会上表彰了洪湖市
2015—2016 学年度教育教
学先进单位和个人。

副市长刘同民到会并
讲话，他要求全市广大教育
工作者要以“新的担当、新
的理念、新的举措全力以赴
提高全市教育教学质量”。
市教育体育局局长王诗双
作了会议主题报告，吹响了
全市课程改革的冲锋号。 10月31日，由市人社局举办的精准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在汊河镇鄢埠村举行，该活动旨在进一步推进落实“精准扶贫”工作，提高贫困户

“造血”功能，帮助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培训脱贫。此次招聘会共有井力水产、华贵水产等15家市内企业现场招工，涉及40多个工种、1200多
个岗位。现场发放宣传单500多份，吸引不少村民前来咨询。市人社局、市扶贫办及部分市内企业相关负责人在活动现场签订了精准就业扶
贫用工对接协议。 （记者 方明 摄）

市公安局：
与长航武汉公安建立警务协作机制
本报讯（特约记者吴道敏 通讯员胡威）10月21日，

洪湖市公安局与长航武汉公安分局开展警务协作·文体
共建联谊活动，建立了两地公安机关警务协作机制。

活动中，洪湖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范礼平一行陪同长
航武汉公安分局一行先后参观洪湖市公安局机关大院、业
务技术大楼办案中心、刑事技术室、合成作战室、警察之
家。随后，两地公安机关在该局十二楼会议室召开座谈
会。范礼平介绍了洪湖市、洪湖市公安局基本概况及近年
来所取得的成绩，就进一步加强水陆公安机关合作，维护
长江沿线社会治安稳定，服务经济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

长航武汉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虹介绍了长航
武汉公安分局的概况、职责及成绩，充分肯定两地公安机
关在警务协作中取得的成绩和缔结的友谊。表示就目前
协作中存在的问题，立即进行沟通交流，予以调整。积极
寻找协作中的不足，进一步补齐短板，形成常态化机制，
确保各项协作工作落到实处，全面推动警务协作的展开。

新堤派出所：
菜场抓获一名惯盗

本报讯（特约记者吴道敏 通讯员余爱国）10 月 25
日，新堤派出所民警在菜场巡逻时，将数次“进宫”的惯盗
李某某抓个现行。

当日10时许，该所民警在城区爱国路农贸市场巡逻
时，一名穿着红色棉衣的中年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原来这名男子数次作案被监控视频摄录，因此，当该所民
警巡逻此地发现其在菜场时便尾随跟踪，民警眼看这名
可疑男子把手悄悄地伸进一名正在弯腰挑选蔬菜的妇女
口袋里，扒窃了一部手机，立即装入自己的上衣口袋后正
准备离开时，站在身旁的民警张宏俊一下子把窃贼的手
紧紧拽住，并从他上衣口袋掏出刚放进去的价值1700元
的华为牌手机。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带进派出所。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李某因盗窃于2013年8月被洪湖市人民
法院判拘役五个月，2015年2月被仙桃市人民法院判拘
役六个月。2016年9月24日，李某被石首市公安局绣林
派出所抓获，因证据不足被释放。李某说：“这次撞在新
堤派出所民警的枪口上，被抓了现行，再也逃不脱了。”

沿江派出所：
不厌其烦找失主

本报讯（特约记者吴道敏 通讯员张燃明 王恋）10月
24日，洪湖市公安局沿江派出所收到受害人彭某送来的
一面锦旗，感谢该所民警为她找回了被盗的电动车。

10月14日，沿江派出所破获一起电动车盗窃案，现
场收缴赃车3辆，他们通过被盗物品库的数据库比对查
询，没找到失主。又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发布认领信
息，还是无人认领。无可奈何之下，民警们想到了车行老
板，根据车行老板魏某发票存根上的资料，比对3辆赃车，
确认其中的一辆正是彭某的被盗车，可是彭某接到电话
后竟说：“我没有掉车！即便掉了车，也不找你这个骗子
来领。”民警想到这年头“天上不会掉馅饼”已成为人们防
骗的口头禅，彭女士的言语好像在情理之中，于是给彭女
士发了一条短信留言，彭女士收到短信后心情十分激动，
跑到派出所领走了自己失而复得的车子，特地制作了一
面锦旗，专程到派出所表示感谢。

螺山派出所：
抓获一名盗窃销赃嫌疑人

本报讯（特约记者吴道敏 通讯员张燃明）10 月 20
日，螺山派出所破获一起盗窃摩托车系列案，涉案车辆25
辆，案值30余万元。盗窃犯罪嫌疑人刘某、蔡某流窜湖
南、湖北两省的岳阳、洪湖、监利等县市专偷三轮摩托车，
偷来的摩托车交给湖南汩罗人吴某销赃。案件被侦破
后，民警在吴某的销赃点起获部分赃车，而狡猾的吴某已
潜逃。警方布下天罗地网，对吴某实施抓捕。

10月26日，吴某获悉他的一个好朋友从监利看守所
释放，自已驾车到看守所接出朋友。螺山派出所接到吴
某到监利县看守所接人的报告，经核对视频后，判断吴某
返回岳阳时要走荆岳大桥，便提前在大桥收费站布置了
警力，查清了吴某的车牌号，守株待兔，当吴某驾驶的车
辆一进收费站时，民警们立即将车辆拦住，一涌而上将吴
某控制。

本报讯(记者王智 通讯员曾俊杰） 10
月27日至28日，省公路局副巡视员刘畅、纪
委书记段洁带领机关党总支党员干部一行来
到洪湖市，与市公路局携手开展党员革命传
统教育结对共建活动。

省公路局机关党总支党员干部一行抵达
洪湖市后，首先与市公路局机关支部开展了结
对共建赠书活动，双方相约，将以此次共建活

动为起点，在今后的共建活动中，互相学习，在
进一步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方面
共同探讨、携手共进。随后又来到湘鄂西革命
烈士纪念园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群，缅怀
革命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湘鄂西苏区
烈士纪念碑前，面对鲜红的党旗，全体党员一
起重温入党誓词，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
蓝，表达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和崇敬之情，并举

行“湖北省公路管理局党员教育基地”揭牌仪
式。

通过参观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馆、湘鄂
西苏区革命烈士馆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
址，实地感受革命先烈的奋斗历程、崇高情怀
和优良作风，更加坚定了全体党员“不忘初
心，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活动中，省公路局
巡视员刘畅表示，开展党员革命传统教育活

动，深入学习革命先烈忠诚于党的坚定信仰、
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乐于奉献的牺牲精神，
对我们学习践行“两学一做”具有重大意义，
大家要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做，更加主动地
履行党员义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荆州市公路局局长李义，洪湖市副市长
夏玉强、市交通公路部门主要负责人陪同参
加了此次活动。

省公路局来洪湖开展党员革命传统教育结对共建活动

创新“两个课堂” 做优“三个对接”

洪湖市专项技能培训驱动就业创业精准扶贫
□ 特约记者 梁曙光 通讯员 孙忠林 陈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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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方明 通讯员刘苏）日前，记者
从洪湖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为进一步
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管理,营造安全、畅通、有
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湖北省出租汽
车客运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将组织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城管执法局等单位从2016年11月2
日起，对中心城区交通秩序进行综合整治。

据了解，此次整治活动主要是：严禁二轮摩
托车、电动汽车从事城市客运；严禁机动车乱停
乱靠、违法掉头、逆向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
行；严禁公交汽车、出租车在站点以外停靠或上
下乘客；严禁城区货运车辆（含手拖、板车）不按
相关要求在指定地点停放；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违法占用道路施划停车泊位；对不服从管理，拒
绝、阻碍执法人员履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

洪湖市开展城区
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本报讯（特约记者王明舫）10月22日至
24 日，洪湖市举办第三届“洪湖清水”螃蟹
节。按照市政府工作布置，市食药监局承担
此次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市

食药监局提前介入，制定了保障方案和应急
处置预案，确保人员到位、职责到位、工作到
位，保证了与会人员 6000 余人次的饮食安
全，没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为了保障活动期间食品安全，市食药监
局对负责接待的洪湖国际大酒店加工经营
场所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监督检查，发放了

《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告知书》，并派出3名监
管人员 24 小时驻守洪湖国际大酒店，重点

对食品原料的进货索证索票、进货查验记
录，加工制作过程、餐饮具清洗消毒和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了督查指导，
及时排除食品安全隐患，确保各项监督措施
的落实。为确保洪湖清水螃蟹的产品质量，
市食药监局在闽洪水产批发市场设立免费
快速检测点，在抽样检测的 37 个批次洪湖
清水螃蟹产品中，均未含农兽药残留、孔雀
石绿，产品检测合格率100%。

市食药监局

圆满完成第三届洪湖清水螃蟹节食品安全保障任务

市烟草专卖局

扎实推进“楚天市场净化”专项整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