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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公告
尊敬的湘荆国际城1#—7#楼业主：

您所购买得湘荆国际城1#—7#楼定于从2018
年4月30日起办理房屋交付。为节约您的宝贵时间，
我们将分批办理交房手续，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及信
函等形式告知您准确交房时间。请您在约定时间携
带相关证件前往湘荆国际城（江津东路与燎原路交汇
处）7栋2单元物业管理中心办理交房手续。

咨询电话：8338236
湖北湘荆兴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2日

遗失声明
▲荆州市华众经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0006884638974，地址：荆州开发区三湾路与
沙岑路交汇处，现不慎遗失公司专用增值税发票25
张，号码：03326202至03326210九张，08782131至
08782146十六张，特此声明作废。

▲姚青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一张，证号：
421002198504072920，声明作废。

▲荆州市天乐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370000405002，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荆陵支行，声明作废。

▲荆州区太湖圆圆办公用品店不慎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证号：421003198010074025，声明

作废。
▲沙市区记忆老灶火锅店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本），荆沙国税字42100219830626294200号，声
明作废。

▲荆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不慎将湖北省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101张，发票号码为：0712559823、
0000849814-0000850006、
803641101X-8036411802，声明作废。

▲童帮武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为江陵县熊河北
街国有土地使用证，地号：113；宗地面积：161.10，图
号：103405，特此声明。

公 告
朱同珍（已故），根据其重孙胡明杨叙述，解放

路 170 号住房系胡明杨于 1994 年从祖辈朱同珍
手中购得，并于 1996 年扩建，因个人原因未办理
房产证，现此房已列入荆州市沙市区绿化村棚改

项目中，属于征收范围，如有关单位和个人对此公
告有异议，请在 7个工作日内与绿化村棚户区改
造项目分指挥部联系。

联系电话：4180942
沙市区绿化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分指挥部

2018年4月12日

迁坟公告
为确保荆州区棚改项目的顺利实施，加快城北片

区建设，经研究决定，凡原葬于荆州区郢城镇棚改项
目区内（涉及荆北村、郢南村、荆安村、五台村、太晖
村、新生村、河套社区、茶庵寺社区）的坟墓，在2018
年4月15日前需完成迁移。届时将对未迁移的坟墓
按无户主处理，请相互转告。特此公告！

荆州区郢城镇人民政府
2018年4月4日

附：各村联系人

新生村：蔡德权 15926501586
太晖村：刘英勇 13972391999

廖国爱 13477818822
荆安村：郑光松 13872221641
荆北村：黄杨华 13872272663
五台村：曾祥红 15826571234
郢南村：李 敏 13997589970
茶庵寺：李双莹 15926583664
河 套：梅 炎 18607213318

公 告
致：湖北宝融建材有限公司

请贵公司至登报之日起45天内前来李埠镇沿江
村处理土地遗留问题。望见报后速与我单位联系！

特此公告！
荆州市荆州区李埠镇沿江村

2018年4月12日

G 分类广告
0716-8512333

江陵县普济工商所

开展“水晶泥”
儿童玩具大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严圣军）近日，为保护少年
儿童的身心健康，教育引导中小学生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放心安全的儿
童玩具，江陵县普济工商所对辖区学校及校园
周边文具店进行检查，责令下架三无“水晶泥”
相关产品。

检查以学校附近的文具店、玩具店、小卖
部等为重点对象，检查是否存在销售三无“水
晶泥”制品行为，做到紧抓重点、不留盲点，全
面清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向经营者详
细讲解含硼砂“水晶泥”制品的危害，要求经
营者做好进货查验工作，不得销售此类“三
无”产品。同时，提醒消费者选购儿童玩具
时，要认真查看“3C”认证标识，产品主要材
质、成分、合格证，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内
容标注是否齐全，并确认玩具标明的适用年
龄与儿童的年龄相符。

本报讯（通讯员王海波）为全面规范各领
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党建工作
科学化水平，今年洪湖市牢牢把握新时代基
层党建工作方向，全面启动“整县推进、整乡
提升”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

组织设置不断优化。按“规模变大、实力
变强、班子并优、布局合理”的要求，大力推进
合村并组工作，全市行政村由411个减少到
233 个，有效提升农村党组织服务管理效
能。开展“两新”组织党组织组建“百日巩固”

活动，对全市5890家非公有制企业和459家
社会组织进行摸底排查，对符合条件组建党
组织的229家非公企业和116家社会组织建
立台账。目前，全市“两新”组织党组织覆盖
率均达80%以上。

党员管理日益严格。深入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以上率下从
严抓实领导干部学习教育，坚持按月开展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党员身份意识不强、组织纪律散漫等

突出问题得到一定程度解决。
基础保障显著增强。按“统一筹资、统一

规划、统一建设、统一验收”思路，筹资8880
万元，新建102个、改扩建18个村（社区）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实现无阵地村和阵地不达
标村清零的目标。目前，建设工作已全面启
动，明年“七一”前可投入使用。

服务水平逐步提升。将面向农村的政
务服务、卫生、电商、文化等服务，充分整合
到村（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成 110

个党建综合体，村级党组织服务功能不断
提升。

责任体系不断完善。坚持问题导向，在
全市1800多个基层党组织逐一建立问题清
单台账，有针对性制订任务指导书，结合实际
开展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公开承诺，细化责任
分解。强化考核问责，今年对存在突出问题
的5家单位党组织、7名党员干部进行了问责
处理，对双月评比中产生的“警示单位”负责
人进行了约谈。

洪湖市启动“整县推进、整乡提升”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

基层党建焕发“新动能”
市环保局排查荆州开发区涉水涉气企业

首轮采样已近尾声
本报讯（驻荆州开发区记者刘娟）昨日上午，市环境监

察支队开发区大队对荆州市天合科技化工有限公司污水进
行取样检测，查看污水处理站内曝气池的污泥沉降性能情
况。本月起，市环保局对荆州开发区重点涉水、涉气企业开
展专项执法行动。截至目前，首轮监测采样工作已近尾声，
环保部门将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全面摸清涉水、涉气
企业排放情况，并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专项执法行动开展以来，市环保局派出10个工作小
组，对包括荆州市天合科技化工有限公司在内的76家重点
涉水、涉气企业进行全面排查。据市环境监察支队开发区
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专项行动中，将对所有涉水、涉
气企业进行监督性采样，并通过专业设备对采样数据进行
分析。目前，首轮监测采样工作已近尾声，各项数据正在进
行汇总分析。对环境违法行为，环保部门将进行严肃查处。

通过专项执法行动，进一步加强了对涉水、涉气企业的
监管，也增强了企业的环保主体责任意识。荆州市天合科
技化工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今后生产过程中，验
收环保红线，绝不因生产给环保增加压力，实现绿色发展。

据了解，市环保局还将对检查出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
立案查处。同时，市民一旦发现有关环保问题，可拨打电话
12369进行举报，环保部门将在第一时间对举报情况进行
跟踪处理。

本报讯（记者周军 通讯员张凌）记者昨
从农业部门获悉，针对今年我市小麦赤霉病
将为中等偏重至大发生的预计，市农作物病
虫草鼠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出紧急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加强当前小麦主要病害
防控工作。

据介绍，3月中下旬以来，我市气温逐

渐回升，晴雨相间，小麦条锈病扩展迅速，
到目前，我市公安、松滋、监利、洪湖及荆
州区5个县市区均已见病，发生程度不一，
加上 4月上中旬我市冷空气活动频繁，降
雨次数较多，田间湿度大，与小麦抽穗扬
花期吻合度高，而且全市种植小麦品种抗
病性普遍较差，致小麦赤霉病发生流行，

预计今年我市小麦赤霉病将为中等偏重至
大发生。

为避免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病害流行造
成重大损失，市农作物病虫草鼠害防治指挥
部办公室要求各地切实加强宣传指导，迅速
落实各项技术措施，积极开展统防统治，打好
今年农作物病虫防治第一战役。

市农作物病虫草鼠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发出紧急通知

加强小麦病害防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徐圣岚 丁轶 李年茂）9日，石首市农
业局、湖北工业自动化技师学院、石首高级技工学校共同
在江北开展全市2018年小麦“一喷三防”项目飞防工作。

“现在真方便，不用自己背着打药筒、顶着大太阳打药
了，真是省时又省力。”村民李韶中说道。在石首市江北大
垸镇北碾子村1000亩小麦示范田里，伴随着机声轰鸣，植
保无人机在技术人员的操作下，开始对农田里的小麦进行

“一喷三防”飞防。3台植保无人机在低空飞翔，农药均匀
地喷洒在田野上。

据了解，这种植保无人机能够全自主，定速定量定位飞
行，每台无人机可装10公斤药，从起飞到打完药用时10分
钟左右，一台无人机每天洒药400亩，防虫效果更好。

无人机洒农药
石首农民种地很轻松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4月25日上午9:30在

省洪工局洪湖分局四楼会议室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物
标的1：“洪湖沙口管理段杨桥鱼池5年租赁经营

权【面积126.608亩，位置：主隔堤18+300-19+100
处内平台】”，参考价：年租金550元/亩。

标的2：“洪湖金湾管理段姚河鱼池5年租赁经营

权【面积100.160亩，位置：主隔堤1+350-2+070处
内平台】”，参考价：年租金550元/亩。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在标的物所在地进行

展示，有意竞买者自行前往查验标的。
三、竞买条件
1.凡持有合法证件的单位或个人均可参加拍

卖。但其年龄不得超过65岁（单位参加竞买的，其法
人代表年龄不得超过65岁）。个人请提交身份证原

件，法人请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
书等相关证明资料。

2.有意竞买者需在2018年4月24日17时前（以
到账时间为准）将竞买保证金40万元整/标的缴纳至
指定银行账户，并持汇款回单到我公司提交竞买申
请、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3.该鱼池2016年度的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优
先购买权人参加竞买的，应于2018年4月24日17时
前向省洪工局洪湖分局申报相关材料，由省洪工局洪

湖分局书面确认后办理报名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视为
其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拍卖方式
本次拍卖将采取投标式拍卖方式进行。竞买人

应在2018年4月25日上午9:30前在省洪工局洪湖
分局四楼会议室向我公司递交密封书面报价信封（逾
期不接受）。

五、其他
自拍卖成交之日起3日内，买受人应向委托方指

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人民币贰万元的承包押金、全部成
交价款及成交价款4%的拍卖佣金（竞买保证金将自
动转为上述款项，多退少补）。

咨询电话：江经理13886553336 0716-8525550
公司地址：荆州市塔桥北路义乌小商品城一期6栋14楼

湖北点石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4日

本《拍卖公告》仅为要约邀请，最终以标的物《拍
卖文件》内容为准。

市规划院

发挥技术优势 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记者郭江峰 通讯员王虎）12日，荆州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党总支一行以及规划和园林景观的设计人
员，赴精准扶贫驻点村江陵县马家寨乡杨渊村，开展技术服
务指导工作。

该院党总支一行先后前往杨渊村正在建设的党员活动
中心，以及香菇种植基地，指导扶贫项目建设。在建设中的
党群服务中心前，他们详细了解党员活动中心的使用功能
和建设情况，提出党员活动中心前广场建设和周边景观规
划设计的深化方案，为进一步完善中心的项目建设提供技
术支持。在香菇培育基地，进一步了解基地规模和香菇种
植要求后，提出详细的规划布局建议，并指导设计人员合理
规划基地方案。

随后，荆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党总支一行与市驻
杨渊村工作队和村委会进行了座谈。该院将进一步发挥技
术优势，为杨渊村建设和发展提供全方位、具有延续性的技
术支持，切实把扶贫工作做好做实。

监利县公路局

精准养护保畅通
本报讯（通讯员杨小平）受强冷空气影响，今

年以来，监利县境内雨雪天气频繁，相关部门在
应急保畅任务中使用173吨工业盐对冰冻路段
进行融雪除冰。由于工业盐具有腐蚀性，再加上
大型车辆的荷载，该县公路出现了大面积坑槽。

该县公路局宏大道路养护公司紧抓春季
晴好天气，采取措施，全面加强公路春季“精
准养护”，全面处治路面病害，维护公路沿线
设施，清理路边堆积物，疏通边沟涵洞，同时
实行国省干线重点公路、桥梁监管“全覆
盖”。近段时间，对监西、监北部分坑槽路段、
跳车路段采用沥青混凝土、碎石混合料进行
填补。据统计，截至4月11日，累计修补坑槽
8500平方米，投入人工220人（次），材料250
吨，机械35台（次），确保了公路安全畅通。

荆州实验小学

解除贫困户莴笋滞销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赵洪涛）近日，荆州实验小学派专人

在扶贫驻村干部周厚坤带领下，到荆州区弥市镇天保村
收购莴笋750公斤，解决了贫困户莴笋滞销难题。

荆州实验小学精准扶贫对象为荆州区弥市镇天保村和
苏家村，驻村干部周厚坤每周返校一次，向学校汇报驻村工
作。近日，学校党委了解到天保村九组贫困户肖运山种植
了大片莴笋，为销售发愁，当即安排学校食堂采购人员前去
购买莴笋，为肖运山家解除了后顾之忧。

精准扶贫 不落一人

荆州区住建局

扎实开展新时代湖北
讲习所（荆州）宣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董德芬）荆州区住建局围
绕“讲政治、讲纪律、讲团结、讲奉献、讲党史、
讲业务、讲形势、讲理论”，扎实开展新时代湖
北讲习所（荆州）宣讲活动。10日，该局组织
本系统党务人事干部近20人，集中上了一堂
题为“不忘初心旗更红”的党课。

大家认为，通过讲习所这所大学校集中
授课、现场讲习、交流研讨，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我们知其所来，
识其所在，明其所往。

该局还通过各种“微课堂”与宣讲十九大
精神小分队相结合，开展宣传、宣讲、讲习进
基层、进工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增进群众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
认同、情感认同。

本报讯（通讯员曾晶 宋钢 徐自杰）11日，
石首市国税局、地税局以最美税务人文化长廊、
法治税务主题公园及办税服务大厅为阵地，向
来自石首市实验小学、文昌小学等学校的“小小
税宣员”展示了新时代税务人的风采，增强了他
们对办税服务便利化、现代化的感性认知。

据悉，此次拓展校外第二课堂活动，是石

首市国地税系统以全国第27个税收宣传月为
契机，全方位加强青少年学生普法教育，提升
税收法治理念，联合打造的“三个课堂”之一。
月初，石首市国地税系统立足学校第一课堂，
组织由业务骨干组成的税宣志愿者服务队深
入城区小学，从名人说“税”、身边的税收、税收
的含义、税收大家庭等六个方面，为小学生们

送上精彩的税收启蒙课，并利用有奖竞猜等寓
教于乐的方式，提升学生们的参与度。

同时，石首市国地税系统还充分利用网络
第三课堂，在国地税、各中小学微信公众号等网
络平台，集中展示了精心制作的税收漫画、普法
彩页、世界趣味税种等知识，增强家长、师生们的
学习兴趣，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的税法遵从度。

石首国地税开设“三个课堂”为小小税宣员“充电”

日前，荆州区太湖港渠北岸护坡坡面环境整治正在进行。荆州区将太湖港渠环境整治作为水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一环，围绕污染源清单，
定期开展巡河、清河、清渠行动，通过清理整治非法捕捞行为、清除水域岸线违章建筑等措施，力争实现水畅、岸绿、景美的治理目标，营造人水
和谐的生态文明画卷。 （黄志刚 摄）

本报讯（通讯员张松华）11日，松滋市食
药监局、松滋市流动厨师协会及人保财险松
滋分公司工作人员为陈店镇流动厨师艾明亮
进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现场赔付，送去赔付
款8494元。这是松滋市推行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后进行的首例理赔。

今年3月起，松滋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松滋市食药监局在全市推行食品
药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将餐饮服务、食品生
产、食品经营、药品经营等食品药品生产经营
列入保险对象，防止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发生
后，出现伤者无力治疗、生产经营者无力承担
赔偿责任的情况。按“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分步推广”原则，首先在学校食堂和农村集体

聚餐时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以点带
面，逐步在其他食品药品行业推广食品药品
安全责任保险，切实发挥保险作为保障地区
食品安全兜底的作用。经过宣传发动，目前
松滋所有学校食堂均已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覆盖全市71000名学生，20名流动厨师
购买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松滋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