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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政许可法》、《娱乐场所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人、利
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力。有关
人员可以于公示截止之日前向本机关
提出听证申请，本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
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组织听证。逾期
未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
利，本机关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依法组织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
行政许可期限内。

联系电话：（0728）3320691 传真：
（0728）3310049

通讯地址：仙桃市汉江路135号
邮编：433000

仙桃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3月10日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投资人情况

类别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投资人

姓名

\

吴邦武

吴邦武

性别

\

男

男

户籍或国籍

\

湖北·仙桃

湖北·仙桃

备注

\

\

\

设立娱乐场所公示
本行政机关于2021年2月25日受理了仙桃市兴新电玩城（经营者：吴邦武）

提出的从事游艺娱乐场所的行政许可申请。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公示日期
自2021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25日。

申请人：仙桃市兴新电玩城（经营者：吴邦武）
场所地址：仙桃市黄金大道新天地国际广场5楼5—01商铺
经营范围：从事游艺娱乐经营活动

根据《行政许可法》、《娱乐场所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人、
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力。有
关人员可以于公示截止之日前向本机
关提出听证申请，本机关应当在接到
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组织听
证。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
弃听证权利，本机关依法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

依法组织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
行政许可期限内。

联系电话：
（0728）3320691 13872970647
通讯地址：仙桃市汉江路 135 号

（仙桃市文化和旅游局）
邮编：433000

仙桃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3月15日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投资人情况

类别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投资人

姓名

\

肖红艳

肖红艳

性别

\

女

女

户籍或国籍

\

湖北·仙桃

湖北·仙桃

备注

\

\

\

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公示
本行政机关于2021年3月12日受理了仙桃市夜港歌厅（经营者：肖红艳）提

出的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行政许可申请。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公
示日期自2021年3月16日至2021年3月25日。

申请人：仙桃市夜港歌厅（经营者：肖红艳）
场所地址：仙桃市宏达路惠联小商品市场4—105号
经营范围：从事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活动

湖北源点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作废现有非备案公章，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9004MA4889D372，

特此声明。
方正平遗失货物道路运输从业

资格证，证号：420700197312127851，

特声明作废。
刘帮遗失位于仙桃市干河办事

处规划局宿舍 2 号楼 3 单元 606 室

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仙桃市房权
证干河字第 ZCM201500711 号，面
积：180.19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为贯彻落实市委九届八次全体
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体现住建作为，
结合市住建局实际，特制定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如下。

一、简化审批事项。对投资额
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或者
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含500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取消办理施工许可证。对
低风险项目，取消施工图审查，实行
告知承诺制和设计人员终身负责
制。对涉及民生和重点化工企业项
目（即设置在商业服务网点上的校
外培训机构、大空间商业建筑门面
增加夹层、歌舞娱乐等场所和有遗
留问题的危化品企业），在确保不降
低原建筑消防安全水平的前提下，
创优消防审查验收办法，化解历史
遗留的消防审查验收问题。对工商
业用户，实行绿色通道，符合相关建
设工程技术标准，即可纳入受监。
规范联合验收，除特殊建设工程外，
其他建设工程实行备案抽查制度。

二、持续推进工改。充实完善
仙桃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功能，实行平台与各部门审批系统
互联互通，实现信息一次填报、材料
一次上传多方复用和相关评审意
见、审批结果即时推送，将所有建设
项目审批时间统一压缩至 30 个工
作日。

三、促进图审提速。实行开放
式图审，邀请全省29家图审机构进
入仙桃市场，市场主体自主选择资
质符合的图审机构进行图审。将消
防技术性审查并入施工图联合审

查，部门不再进行消防技术性审查，
直接采信图审机构的审查意见。督
促图审机构进一步缩减审查时限，
特大型工程、大型工程、中型及以下
工程审查时限分别为15个、10个、7
个工作日。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系统，推行网上图审，实现施工
图在线审查和技术服务。将网上图
审接入“建管通”系统，实行在线实
时监控，对不能按期完成的，及时预
警，严肃处理。

四、加强燃气监管。开通网上
报装系统，设立燃气报装窗口，实现
网上、窗口均有专人受理燃气报装
业务。督促天然气企业简化报装流
程，小型工商业用户 5 个工作日完
成报装手续，其他工商业用户 7 个
工作日内完成报装手续。督促燃气
施工企业提高施工进度，小型工商
业用户工程15日完成施工，大型工
商业用户工程30日完成施工（规模
较大的90日完成施工）。完善竣工
备案制，将工程费用明细纳入备案
范围。加强回访和复查，对强买强
卖、抬高价格、拖延时限的企业，责
令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立案调查，
严肃处理。

五、完善便企设施。设置市政
设施热线电话（3335489），接到投诉
后 24 小时内启动市政维修处置预
案，一般投诉当天解决，较大投诉制
定专项方案限期解决，确保企业周
边出行便利、排水通畅、路灯完好。
围绕企业需求适时调整站点设置，
提高公交站点 500 米覆盖率（郊区
800米），对偏离公交路线企业提供
定制公交服务，满足企业职工上下

班需求。对有用气需求的企业用
户，督促供气企业投资建设建筑规
划红线外燃气管网设施，实现用气
企业红线外燃气设施零付费。督促
供气企业拓展气源，保障气量，确保
用气企业不限供、不断供。

六、积极助企纾困。加强建设
项目工程款结算管理，督促建设单
位按进度结算，按合同付款，解决因
工程不验收造成工程款久拖不结的
问题。支持建筑企业走出去，第一
时间为建筑企业依规出具各项资信
证明材料，第一时间为建筑企业搞
好对接，定期走访慰问，切实帮助建
筑企业解决在外施工碰到的问题和
困难。对未办理房屋建筑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经质量安全鉴定合格的
工商业项目出具竣工验收证明，为
工商业企业办理产权登记提供便
利。

七、落实一窗办理。对审批事
项实行动态管理，不定期组织相关
部门梳理审批事项，及时调整更新
审批清单，切实做到“应进必进”。
加强窗口工作人员考核，按照“前台
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
出件”的模式完善审批服务。局属
相关单位要推行延时服务、上门服
务，代办服务，严格按流程图、时间
节点，限时办结和反馈窗口交办事
项，逾期不回复或回复理由不充分
的，实行“超时默认，自动用印”，超
时单位对默认结果负责，做到让“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只进一扇
门，最多跑一次”。

八、规范中介行为。加大中介
市场培育力度，放宽准入条件，降低

准入门槛，引入多元服务主体，健全
服务标准，推动公平竞争。在审批
过程中委托开展的技术性服务等活
动，由业主自主选择服务机构，全面
清理违法违规中介服务项目及收
费，严禁强制入会和强制收费，严禁
利用法定职责和行政机关委托、授
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不设置服务
时限、不履行合同协议超时服务，严
禁垄断经营、操纵市场。强化从严
监管，视情节进行批评提醒，列入黑
名单管理，直至清出仙桃市场。

九、提高执法功效。完善《市住
建局行政处罚工作规程》，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
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等三项制度，明确局法规科、局委
托执法单位的责任和权限，加强合
法性核查，预防滥执法、选择性执
法、自由裁量权过大、以罚代管等风
险，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
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
善。

十、提升服务水平。严格执行
首问负责制、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
制，做到一般问题即时办、重大问题
限时办、棘手问题协商办。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实行闭合管理，打通内
循环，做到快捷服务、精准服务、务
实服务。扎实开展作风建设提升行
动，切实解决搪塞应付、疲沓拖拉、
吃拿卡要等问题。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工作理念，快速妥善处理 12345
热线、阳光信访平台、领导交办、上
级批转、调查走访和来信来访问题，
全力为企业和群众解困。

2021年3月3日

一、番茄
一般亩产 4000 公斤以上的番

茄需纯氮 16-19 公斤，五氧化二磷
6-8公斤，氧化钾8-11公斤。其施
肥要点为：

1.施足基肥 亩基施商品有机
肥200-300公斤和45%（15-12-18）
硫酸钾型复合肥 50 公斤加大粒锌
及持力硼各0.2公斤。

2.巧施追肥 （1）从始果期开始
追肥2-3次，每次亩追施尿素8-12
公斤。（2）根外追肥：生长中后期可
喷施0.2-0.3%磷酸二氢钾2-3次。

二、茄子
一般亩产 3000 公斤以上的茄

子需纯氮 13-17 公斤，五氧化二磷
3-6 公斤，氧化钾 6-9 公斤。其施
肥要点为：

1.施足基肥 亩基施商品有机
肥200-300公斤和45%（15-10-20）
硫酸钾型复合肥 40 公斤加大粒锌
及持力硼各0.2公斤。

2.巧施追肥 （1）苗肥：亩追施
尿素 5 公斤。（2）膨果肥：追施 2-3
次，每次亩追施尿素6-9公斤。

三、黄瓜
一般亩产 4000 公斤以上的黄

瓜需纯氮 14-16 公斤，五氧化二磷
6-9 公斤，氧化钾 19-22 公斤。其
施肥要点为：

1.施足基肥 亩基施商品有机
肥200-300公斤和51%（25-10-16）
或相似配方的配方肥 30 公斤加大
粒锌及持力硼各0.2公斤。

2.巧施追肥 （1）苗肥：亩追施
尿素5公斤。（2）座果肥：追施3次，
每次亩追施51%（25-10-16）或相似

配方的配方肥10公斤，氯化钾6-7
公斤。（3）根外追肥：生长中后期可
喷施0.2-0.3%磷酸二氢钾2-3次。

四、辣椒
一般亩产 2500 公斤以上的辣

椒需纯氮 16-19 公斤，五氧化二磷
5-7公斤，氧化钾7-10公斤。其施
肥要点为：

1.施足基肥 亩基施商品有机
肥200-300公斤和51%（25-10-16）
或相似配方的配方肥 50 公斤加大
粒锌及持力硼各0.2公斤。

2.巧施追肥 （1）苗肥：亩追施
尿素 5 公斤。（2）座果肥：追施 2-3
次，每次亩追施尿素2-3公斤。

五、扁豆
一般亩产 1500 公斤以上的扁

豆需纯氮 12-15 公斤，五氧化二磷
4-6 公斤，氧化钾 5-7 公斤。其施
肥要点为：

1.施足基肥 亩基施商品有机
肥200-300公斤和51%（25-10-16）
或相似配方的配方肥 25 公斤加大
粒锌0.2公斤及持力硼0.4公斤。

2.巧施追肥 （1）花前期追施
51%（25-10-16）或相似配方的配方
肥 15 公斤。（2）从初花期开始追施
尿素2-3次，每次3-5公斤。

六、豆角
一般亩产 1800 公斤以上的豆

角需纯氮 13-16 公斤，五氧化二磷
4-7 公斤，氧化钾 6-9 公斤。其施
肥要点为：

1.施足基肥 亩基施商品有机
肥200-300公斤和51%（25-10-16）
或相似配方的配方肥 25 公斤加大
粒锌0.2公斤及持力硼0.4公斤。

2.巧施追肥 （1）花前期追施
51%（25-10-16）或相似配方的配方
肥 15 公斤。（2）从初花期开始追施
尿素2-3次，每次4-6公斤。

七、毛豆
一般亩产500公斤以上的毛豆

需纯氮 10-13 公斤，五氧化二磷
3-4 公斤，氧化钾 4-6 公斤。其施
肥要点为：

1.施足基肥 亩基施商品有机
肥200-300公斤和51%（25-10-16）
或相似配方的配方肥 25 公斤加大
粒锌及持力硼各0.2公斤。

2.巧施追肥 （1）早施苗肥：毛
豆出苗后10天左右，追施苗肥1次，
亩施配方肥 5 公斤或尿素 5 公斤。
（2）巧施花前肥：在开花前期追施尿
素5公斤。

八、籽莲
一般亩产120公斤以上莲子需

纯氮25-28公斤，五氧化二磷9-12
公斤，氧化钾 15-18 公斤。施肥要
点如下：

1.施足基肥 亩施商品有机肥
200公斤加51%（25-10-16）或相似
配方的配方肥 30 公斤加大粒锌和
持力硼各0.2公斤。

2. 早 施 苗 肥 亩 施 51%
（25-10-16）或相似配方的配方肥
10公斤，间隔15天施用1次。

3. 巧 施 始 花 肥 亩 施 51%
（25-10-16）或相似配方的配方肥
15公斤。

4. 重 施 花 蓬 肥 亩 施 51%
（25-10-16）或相似配方的配方肥
15 公斤此时期需施用 2 次，间隔
15-20天。

5. 补 施 后 劲 肥 亩 施 51%
（25-10-16）或相似配方的配方肥
10公斤。

九、莲藕
一般亩产 2000 公斤以上莲藕

需纯氮 22-25 公斤、五氧化二磷
9-10公斤、氧化钾14-16公斤。施
肥要点如下：

1.施足基肥 亩施商品有机肥
200公斤和51%（25-10-16）或相似
配方的配方肥30公斤加大粒锌、持
力硼各0.2公斤。

2.合理追肥 （1）在出现1-2片
立叶时（定植后25-30天）亩施配方
肥20-25公斤。（2）在出现5-6片立
叶时（定植40-50天封行时）亩施配
方肥20-25公斤。（3）在终止叶出现
时，亩施配方肥20公斤。

施肥选择晴天无雨的清晨或傍
晚，每次施肥前放低水位，将肥料溶
于水中，施肥后 2 天再灌水至原来
的深度。

十、藕带
一般亩产400公斤以上的藕带

需纯氮 35-38 公斤、五氧化二磷
19-21 公斤、氧化钾 8-9 公斤。施
肥要点如下：

1.施足基肥 亩基施商品有机
肥 200 公斤和 45%（25-14-6）或相
似配方的配方肥40公斤，加大粒锌
0.2-0.4公斤、持力硼0.2公斤。

2.合理追肥 5月开始上旬采收
后，每隔 15 天左右追施一次，每次
追施45%（25-14-6）或相似配方的
配方肥15公斤，共追施7次左右。

仙桃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二〇二一年三月

（接上期）
问：第三届“仙桃工匠”选树活

动的范围是什么？哪些人可以报名
参加“仙桃工匠”评选？

答：从2021年2月开始，我市就
面向全市各行各业开展第三届“仙
桃工匠”选树活动，评选出一批具有
突出工艺专长、掌握高超技能、体现
领军作用、做出突出贡献的“仙桃工
匠”。将通过选树活动打造“仙桃工
匠”品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将更
多的产业工人纳入到科技创新体系
中，建设一支与仙桃产业转型升级
相适应的高技能产业工人队伍。

第三届“仙桃工匠”选树活动重
点聚焦我市主要产业板块，侧重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一线职工。以下人员不参
加本次评选：已获市以上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仙桃工匠称号人员；副
科级及以上领导干部人员；离岗人
员；现役军人；外国人及持有外国绿
卡的人员；男60岁、女55岁（含）以
上人员。

本次选树活动坚持面向基层、
面向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各
地、各部门要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和
领域的代表性，注意推荐非公经济
组织的优秀代表和优秀农民工，优
先考虑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比武)
中获得较好名次以及获得省级以
上“技术能手”“技能大师”称号的
职工。

问：第三届“仙桃工匠”选树活
动的条件是什么？

答：“仙桃工匠”参选对象应热
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遵纪守法，模范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
道德品行和职业操守；是仙桃企事
业单位的在职在岗职工，具备工会
会员身份，目前仍在一线岗位直接
从事生产、技术、研发等工作。除基
本条件外，还应满足以下具体条件：

（一）体现工匠精神。潜心钻研
技艺，追求极致成果，具有执着专
注、精益求精、协作共进、勇于创新、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二）拥有绝活绝技。具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和一定的理论知识，拥
有高超技能，在本行业、本领域、本
职业(工种)处于领先水平，具有较

高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发挥引领作用。善于攻坚

克难，带领团队解决实际问题，善于
向职工群众传授技艺、传播理念、传
承精神，乐于帮助并带动身边职工
群众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四）取得重大成果。有重大发
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在本单位、
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取得重要成
果。

（五）创造良好效益。工匠技
艺及创新成果转化得到社会共享，
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待续）

第三届“仙桃工匠”选树活动答记者问

选树仙桃工匠选树仙桃工匠 助力经济发展助力经济发展

（接上期）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对排污许可的事中事后监
管，将排污许可执法检查纳入生态环
境执法年度计划，根据排污许可管理
类别、排污单位信用记录和生态环境
管理需要等因素，合理确定检查频次
和检查方式。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全国排
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记录执法检
查时间、内容、结果以及处罚决定，同
时将处罚决定纳入国家有关信用信息
系统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排污单位应当配合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如实反
映情况，并按照要求提供排污许可证、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排污许可证执行
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相关材料。

禁止伪造、变造、转让排污许可
证。

第二十七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可以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监控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情况，
发现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浓度超过
许可排放浓度的，应当要求排污单位
提供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
等相关材料进行核查，必要时可以组
织开展现场监测。

第二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根据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
据，以及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环境
管理台账记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自行监测数据等相关材料，对排污单
位在规定周期内的污染物排放量，以
及排污单位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维护
是否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进行核查。

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依法通过现场监测、排污单位污染物

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全国排污许可证
管理信息平台获得的排污单位污染物
排放数据，可以作为判定污染物排放
浓度是否超过许可排放浓度的证据。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与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
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不一致
的，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
测机构收集的监测数据作为行政执法
依据。

第三十条 国家鼓励排污单位采
用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污染防治可行
技术指南。

排污单位未采用污染防治可行技
术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排
污许可证、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排污许
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相关
材料，以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所
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
监测数据，综合判断排污单位采用的
污染防治技术能否稳定达到排污许可
证规定；对不能稳定达到排污许可证
规定的，应当提出整改要求，并可以增
加检查频次。

制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应
当征求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事业
单位和社会公众等方面的意见。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
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均
有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举报的权利。

接到举报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
当依法处理，按照有关规定向举报人
反馈处理结果，并为举报人保密。

（待续）

近期，市人社局信息中心机房进
行容灾备份系统建设，将暂停相关对
外业务，现就有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 、2021 年 3 月 12 日 18:00 至
2021年3月19日24:00，社保综合服务
大厅、就业服务大厅及各镇办人社服
务中心暂停业务办理，业务咨询服务
正常进行。

人社局联系电话：12333
二 、2021 年 3 月 12 日 18:00 至

2021年3月19日24:00，市医保局服务
大厅及各镇办医保服务中心仅受理政
策咨询，定点医药机构结算系统暂停
运行(本地和异地医院入院登记、出院

结算；诊所、药店和卫生室门诊及购药
等所有业务)。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联 系 电 话 ：
0728-3266831

市第一人民医院转诊电话：
0728-3266799

三、2021年3月20日8:00恢复所
有业务办理。

因系统升级改造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仙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仙桃市医疗保障局
2021年3月10日

关于暂停办理人社和医保
相关业务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