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0 日，沔街创业咖啡一家
办公室内，李新亮接着电话：“好的，
您放心，您要的饲料一定准时送
到。”

去年 2 月，李新亮与友人共同
创立了湖北万联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服务全市养殖户。

年过不惑的李新亮，过去在正
大集团从事销售工作，一干就是十
年。十年间，李新亮从一名普通的
销售人员，逐步成长为集团销售总

监。
但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可以松

一口气，享受自己奋斗成果时，李新
亮却毅然辞职，回到家乡仙桃创
业。李新亮顶住了压力。他认为，
现在饲料是新兴行业，仙桃还没有
形成相关产业链，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帮助家乡升级产业，完善产业
链条。

说做就做。公司成立后，李新
亮凭借过去的工作经验，将传统饲

料销售与互联网相融合，仅仅半年
时间就完成了传统销售业绩的
300%。

公司发展逐渐走上正轨，但突
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却给了李新亮一
记重拳。疫情期间，原料运不出去，
养殖户的鸡蛋也运不出来，李新亮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束手无策的李新亮，抱着试一
试的想法拨通了市长热线。事关老
百姓的“菜篮子”，当天相关部门便

帮助他办理了通行证，并安排专人
协调对接各镇办。李新亮说：“多亏
了市政府帮忙，那段时间的销售量
比去年同期还要多。”

疫情过后，李新亮的公司发展
势头良好。他表示，接下来将进一
步延伸产业链，打造我市第一家规
模化、标准化绿色养殖场，开展深加
工，打造“饲料、服务、养殖、销售”一
条龙蛋鸡产业链，带动我市养殖行
业提档升级。

位于龙华山办事
处的武汉六丰机械工
业有限公司，是由六和
机械投资（中国）有限
公司投资的全资子公
司，专业生产铝合金轮
毂，主要客户有奔驰、
宝马、通用、大众、一汽
等国际知名汽车品牌
厂家。今年元至8月，
该 公 司 产 值 2 亿 多
元。图为 9 月 4 日，生
产车间内，工人正在加
工产品。

摄影 记者晴霄

六丰机械
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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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
况予以公示。

李少云，男，汉族，湖北仙桃人，
1967年7月生，全日制大学学历、农学
学士学位，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1994 年 7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现任仙桃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拟任仙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主任(正县级)。

胡常伟，男，汉族，湖北仙桃人，
1978年5月生，全日制大学学历、法学
学士学位，1999年8月参加工作，2001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仙桃市
彭场镇党委书记、彭场工业园管委会
主任(副县级)。拟任仙桃市委常委。

唐江平，男，汉族，湖北仙桃人，
1979年8月生，在职大专学历，1998年
9月参加工作，2006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现任仙桃市胡场镇党委书记。
拟提名为仙桃市政府副市长人选。

公 示 时 间 ：2020 年 9 月 7 日 至
2020年9月11日。公示期间，广大干
部群众可以通过信函、网络、短信、电
话举报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
对象德、能、勤、绩、廉以及遵守组织人
事纪律等方面的问题，反映情况要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倡实名举报，以
便调查核实。

来信请寄：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邮政编码：430071；中共
湖北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网站网
址：http://www.hb12380.gov.cn；短信
举报号码：15102712380；举报电话：
027－12380。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
2020年9月6日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2020年第89号）

万联：联万家 惠四方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陈亚东

说变化说变化 道道 心心 声声

受委托，金锤公司定于2020年9
月16日上午九时在中拍平台（paimai.
caa123.org.cn）举办网上拍卖会，公开
拍卖湖北菇珍园菌业有限公司100%
股权，起拍价2700万元。

上述标的 9 月 14、15 日，在仙桃

市彭场镇创业二路中岭工业园内展
示，有意竞买者应在展示期内详细查
看实物，并在中拍平台上报名，向金
锤公司交纳保证金500万元。

保证金账户：
户 名：湖北金锤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账号：17312401040001250
开 户 行：农行仙桃兴农支行
联系地址：仙桃大道 47 号广电

中心808室
联系电话：0728 3225757

二O二0年九月七日

孙莹，2012 年毕业于中
南民族大学工商学院新闻采
编与制作专业，2020 年毕业
证书不慎遗失。证书编号为
132421201206000632。特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仙桃创城让我们的城市更文
明，市民行为更规范。大街上，车辆
行人更有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
人多了。小区里卫生状况和市民素
质总体都提高了很多，环境卫生更
好了。在大环境的影响和家长们的
带动下，我们早教中心的宝贝们也
知道，垃圾要进垃圾桶，过马路要看
红绿灯。

——早教老师 周传莉

♦干净整洁的地面，宽敞舒心
的环境，随处可见的公益广告，文明
执法、文明服务……到处是满满的
正能量，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文明新
风。仙桃的进步处处可见。每个人
感受着变化，也非常支持变化。

——水泥厂宿舍居民 朱辉

♦路边的文化墙靓丽、新划的
停车位整齐，小区楼道里五花八门
的小广告都被清除了。现在每次回
家，看着重新粉刷后的楼道没有了
以前的压抑，心里舒服多了。

——仁和社区居民 张友云

♦创城之后，仙桃显得更干
净、顺眼。马路上行人走人行道，
开车的礼让行人；小区卫生也变好
了，垃圾分类了；占道经营不再存
在，户外广告井然有序；车辆摆放
有规有矩，乱贴乱画得到根治，社
区建设明显加快，市民工作生活更
加方便有序。

——医院职工 杨文庆

♦回家这段时间，最大的感
受是走在街道上，周围的环境变
得更干净整洁了，摊贩和门面也
规范了很多，让人对整个城市的
印象都很好。还有就是在红绿灯
附近，为了防止闯红灯而设置的
标语或者站岗的志愿者，极大地
推动了市民们文明出行、文明交
通。

——绿地华庭居民 黄子逊

♦创城最大的变化肯定就是在
交通方面。前段时间家里弟弟单车
坏了，我给他骑过去修，发现一路上
大家都很遵守交通规则。我相信仙
桃市民的素质发生了质的变化，还
有就是市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设置
的完善也是肉眼可见的。

——金台社区居民 胡平安

♦作为从事消防安全工作的从
业人员，我发现各单位安全意识有
了一定的提高。他们纷纷开展检
查、培训、演练。社区里的消防设施
也逐渐在完善，居民消防安全意识
有所增强。

——消防安全人员 孔大令

♦小区里的变化很大，绿化、监
控、路灯、公共标识都增多了，管理
制度越来越完善，我们住着舒心，安
心！
——一中花园小区居民 陈奎章

（记者 罗婉婷周彬 邓娟 整理）

8月29日，华山里社区四网格，63
岁的刘志刚配合电力工人在自家墙上
打孔安装路灯，解决居民夜间出门难。

四网格是老旧小区，刘志刚家旁
的这条巷子有10几户居民，一直没有
路灯，夜晚一片黑，影响夜间出行。

社区请来电力工人，给这条长50
余米的巷子安装路灯。路灯安装需要
打孔，一些居民不太愿意损坏自家墙
面。装路灯的事暂时搁浅。

刘志刚二话没说，找到社区书记
杨文忠，主动要求在自家墙面打孔，安
装路灯，保障社区居民安全。杨文忠
为他的行为点赞。

“社区的事，就是我的事。”创城以

来，刘志刚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整治，
40℃的高温，刘志刚打着赤膊，清理陈
年垃圾。太阳暴晒，身上起了皮，但他
没有抱怨，“为社区居民服务，我愿
意！”

刘志刚的行为家里很支持。疫情
开始，刘志刚就站在最前线，守卡口、
帮助市民购买生活物资，为社区居民
排忧解难。他的家人很自豪，这也是
他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

社区基础设施老化，每逢下雨，巷
子有积水，居民要穿套鞋出门。刘志
刚看不过眼，找来施工队伍，疏通下水
管网。很快，下水道通了，社区居民笑
了。

社区的“老”好人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胡圣

本报讯（记者 陈亚东）“现在我
们社区大不一样了。这要感谢市民政
局志愿者的帮助。”9月6日，春天社区
居民冯常义专门来到报社，代表社区
居民，表示对创城工作的感谢。

春天社区变美了，变亮了，居民打
心眼里高兴。两天前，冯常义与一帮
老街坊合计，决定给创城志愿者写一
封感谢信，表达内心的喜悦。

冯常义告诉记者，过去春天社区
秩序差，环境卫生不到位，居民意见
大。市民政局包保春天社区，在了解
情况后，于7月1日开始整治，志愿者
们冒着酷暑，全程参与。短短两个月，
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社区由于管道堵塞，每到下雨天，
院子里就积满了水，房前屋后污水
流。志愿者们冲洗积淤，清挖尘土，疏
通管道，解决了困扰居民多时的问题。

“院子里一直没有路灯，一到晚上
就一片漆黑，现在大不一样了。”冯常
义在感谢信中说，目前全院亮化工程
已完工，还修复了供水消防栓8个，增
添水龙带300米，新购灭火器300个，
安全设施达标了。

除此之外，创城期间，市民政局工
作人员帮助社区新增宣传栏12处，拆
除整改违章建筑，劝导商户文明经商，
清除院内“牛皮癣”，赢得了社区居民
的好评。

一封感谢信道出创城新变化

本报讯（通讯员 熊龙林）9 月 1
日，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的第一
天。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座谈会，健鼎
电子公司、绿怡环保科技公司、新蓝天
公司、绿色家园公司等24家企业代表
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代表集中学习了生态环境
部《关于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通
知》及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有 关 文 件 精
神。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还解读了《固废法》的有关法律
知识。

市生态环境局

召开新修订《固废法》实施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邓一凡 通讯员
石高云）台上，艺人边唱边舞动手
中的皮影人，剧情跌宕起伏；台下，
观众摇着芭蕉扇，听得如痴如醉。
连日来，仙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
传流动大篷车陆续开进金台、官沟、
红光、复州花园等 10 多个社区，为
广大市民送去一道道非遗“文化大
餐”。

“没想到观众反响这么好，好多
社区强烈要求加场。”8月31日，市
江汉皮影艺术团团长郑先忠兴奋地
说，从8月17日到现在，他们已经在
社区巡演13场，不少节目是剧团原

创。
进入省级非物质文化名录的沔

阳皮影戏如此受欢迎，让郑先忠等
皮影从业者们振奋不已。

近些年,我市按照“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
指导方针，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体系，实施抢救性记录和保存。
开展传承人进校园、社区、景区活
动，指导活态传承，通过对外交流与
展示，让非遗文化“活”起来。目前，
全市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名录1项，国家级名录3项，省级名
录13项。

据市群艺馆馆长郭银华介绍，
去年经过名录体系的补充和丰富，
仙桃雕花剪纸、仙桃麦秆剪贴项目
入选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
录；邓友谱获批第五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已
完成荆州花鼓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鲁美姣、仙桃雕花剪纸省级传承人
翁吟樵数字化采录，分类整理传承
人口述、传承教学、实地操作等影像
资料40余小时。

仙 桃 还 尝 试 更 多“ 打 开 方
式”，让非遗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
中。市实验三小、荣怀学校、干河

小学等校开设的非遗项目传习社
团，吸引200多名学生参加。仙桃
社区教育学校为各社区带去剪纸、
书法等课程，创下了单日 23 个社
区同步开授现场课的记录。其中，
沔阳雕花剪纸进社区活动多达百
余场。

今年复工复产后，市文旅局在
流潭公园开设200多平方米非遗文
化展示厅，通过文字图片、实物作品
等展示仙桃本土非遗文化，架起非
遗项目、传承人与社会普及保护之
间的桥梁。目前，展厅已免费对外
开放。

大篷车开到家门口 小课堂搬进社区学校

仙桃非遗走进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记者 张曼）“滴”，扫
码即知商户“信用家底”。9月2日，
在大新路诚信经营示范街古茗门
店，二维码扫一扫，消费者胡婷手机
里，商户信用信息一览无余。

“商家有了信用‘身份证’，消费
者在进店享受优质服务的同时，对
店里的食材更放心！”作为古茗的老
主顾，在浏览完商户信用信息后，胡
婷默默地在“评价星级”一栏标注5

颗星。
7 月 14 日，市创城办和市发改

委在全市高标准启动诚信经营示范
街建设。8月17日，市发改委为首
批 120 家商户颁发“信用身份证”，
以此推动商户信用信息公开化、可
视化、透明化，在全市营造诚实守信
的营商环境。

作为全市首条诚信经营示范
街，大新路沿街门店几乎每家都拥

有量身定制的信用“身份证”。如
今，走进任意一家门店，市民只需拿
出手机扫一扫，即可一手掌握商户
信用信息。

“通过安装诚信二维码，新老顾
客对店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诚
信二维码本身就是一种督促，打造
诚信品牌，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进店消费。”首批“诚信经营示范店”
商户之一——必胜客店长向文婷

说。
为保证二维码反映数据准确，

市信用办对各商家的合法诚信经营
情况、消费者评价等综合汇总，实时
对商户信用状况进行评估，以信用
手段为商户精确“画像”，进一步提
升商户的市场竞争力。

用好二维码，打造诚信品牌。
截至目前，已有 150 家商户信用信
息录入到信用管理平台。

首条诚信经营示范街建立信用“身份证”

手机扫一扫 商家信用全知了

杨林尾镇龙台村，一方如诗如
画的荷塘，荷花艳丽，荷叶清香。不
远处，工人们在苗木基地内除草、浇
水……

8月31日，记者走进这方天地。
一位身着短袖、头戴草帽的老汉与
村主任陈在益拉起了家常。“流转一
亩土地，每年可以有700块；在基地
打工一月有1500块。年收入3万多
块。今年家里纯收入超过万元，土
地流转，带来好收成、新希望。”

这位老汉叫陈秀林，69 岁，是
苗圃基地的一名“美容师”，主要负
责苗木的修剪、除草。和陈秀林一
样的“美容师”，基地上共有 10 多
人。“基地离家近，不耽误给患病的
妻子做饭。平常一天工作 8 个小
时，而且做的还是自己熟悉的活。”

陈秀林说。
吃得饱，穿得暖，过得好，乡村

振兴战略如春风，给这片土地带来
生机。

龙台村——一个位于东南部的
深度贫困村，在镇、村以及市公安局
驻村工作队的倾力帮助下，靠土地
流转“转”出脱贫好“钱景”，不仅摘
掉了穷帽子，而且变身为湖北省“村
级经济发展进步村”。

镇扶贫办主任陈芸介绍，几年
前，龙台村是另外一个样子：青壮年
外出务工，老幼留守，成片耕地撂
荒。村里不仅无主导产业、无集体

经济收入，甚至连水、电、路都不通，
而且欠着100多万元外债。

针对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实
际，两委班子与驻村工作队合计，决
定采取“乡村规划、土地流转、招商
引资”的方式，邀请市规划设计院制
定村产业规划，主要发展园林苗圃、
生产养殖以及紫仙稻等产业。

找准了发展项目，全力以赴
干。随后，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
与仙境园林苗木公司合作社相关负
责人商议，以每亩700元的价格，流
转出全村 480 亩土地，用于建立苗
圃基地。但要说服村民把土地流转

出来没有那么容易。
为打消村民顾虑，工作队和村

干部通过给村民算收入账、讲村级
规划等，逐户上门做思想工作。针
对家中有劳动力，愿意就近务工的
贫困户，还优先推荐到苗圃基地务
工。就这样一次次上门服务，最终，
村民纷纷将自家土地流转出来，为
产业发展助力。

尝到了甜头，见到了实效，越来
越多村民自发将土地打包流转给合
作社。如今，龙台村流转土地3000
余亩，土地流转总收入达到 200 万
元，村集体收入达到31.5万元。

苗圃荷香
仙桃日报全媒记者 蔡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