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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邮储银行综合管理部

作品标题

仙桃日供医用防护服3万套

浴火重生大战“疫”

火线入党 鉴照初心
仙桃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系列评论

作品标题
仙桃向全球供应防护物资
致敬，仙桃城铁时代
坚持“两手抓”赢“双重”大考

“养鳝第一村”有序开市
“如果母亲在天有灵，也会支持我这样做”
地摊灯火，灿烂了女裤之都的夜

作品标题
用心用情书写高考“答卷”

“船胉设计大师”何炎平分享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全市17家无纺布企业紧急复产
我市首批11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仙桃Ⅰ级响应的48小时
杨寿玉，踏平坎坷成大道
幸福村飘来幸福歌
大垸子泵站抢险现场

作品标题
110名贴条工跨省驰援仙桃
贫困村里的脱贫“明星”
抗击疫情的企业担当

“小花”，在这个冬天里绽放
全力保供！33小时行程5000里
晋仙并肩 生死竞速
排湖：“放慢脚步，只想多看你一眼”
北海的好心老太太，您在哪里？
谢谢老乡！护我们周全
宏昌生物医疗科技公司全力生产医疗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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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立菊）9
月29日上午，市政协委员营商
环境体验监督情况反馈会在国
网仙桃市供电公司召开。市政
协副主席杜伟华出席。

杜伟华指出，市政协启动
营商环境体验式监督评议工作
分为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汇总
梳理、体验监督、考察学习四个
阶段。作为其中关键一环，营
商环境体验监督评议活动通过
实打实体验、点对点监督、面对
面反馈，发现具体问题，传递群
众心声，助推环境优化。部门
要正确看待营商环境体验式监

督评议“不是给压力，是给动
力；不是给阻力，是给助力；不
是来挑刺，是来看诊”。通过高
质量监督评议保障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

杜伟华强调，优化营商环
境，需要社会合力。部门要换
位思考，把握客户需求，宣传惠
企政策，实施助企措施，提高群
众满意度。要换档加速，推出
更多务实举措，主动靠前服务，
让优化营商环境跑出“加速
度”；要以心换心，让市场主体
和群众省心省力，更好满足用
户电力安装服务。

市政协委员营商环境体验
监督情况反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胡圣）9 月
28日下午，汉江防汛会商调度
电视电话会召开。要求沿线各
地务必保持高度警觉，把汉江
防汛作为当前一项紧迫的政治
任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
抓实抓细各项应对工作，坚决
打赢汉江防秋汛硬仗。副市长
唐江平在仙桃分会场参加会
议。

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属
地责任、领导责任、主管责任、
主体责任，将责任落实到每一
个区域、每一段堤防、每一个工

程；要强化会商研判和预报预
警，实时掌握汉江汛情动态，努
力提高预测精准度，有力有序
有效应对暴雨洪水；要强化巡
查防守，重点防范险工险段、在
建涉水工程、穿堤建筑物等易
出现险情的区域，对前期出险
堤段安排专人坐哨观察值守；
要强化应急处置，做好假期旅
游景区洪水风险预警预报及提
示，备足防汛抢险物资设备，根
据需要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
量，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守岗
位、严阵以待，不获全胜、绝不
收兵。

本报讯（通讯员 何锐） 9
月 22 日，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政府采购中心）调研组一
行到我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和
推进年度重点工作开展调研
督导。

调研还以座谈会形式，面
对面听取招投标人、投标人、评
标评审专家和招标代理机构等
市场主体对于进一步优化招投

标和政府采购环境的意见建
议，同时深入企业，了解惠企政
策落实情况。

调研组要求，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把省委、省政府各
项改革要求落实到位；要“内树
规矩，外树形象”，以信息化建
设为重点，加强业务学习，提升
服务水平，认真履职尽责，扎实
做好各项工作，为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做贡献。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组
来我市调研

本报讯（记者 张钰）9 月
28日，全市工贸行业安全生产
工作暨粉尘涉爆企业安全培训
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近期省、市
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要求，
安排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通报了工贸行业安全
生产三年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在
有限空间作业、粉尘涉爆、涉氨
制冷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要
求各地严格执行国庆期间24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做好各
项应急准备。各企业要及时修
订和完善应急预案，充实企业内
部应急人员和装备物资建设。

在培训环节，与会人员集中
观看了粉尘涉爆安全警示教育
片。中粮米业(仙桃)有限公司安
全总监讲解了粉尘涉爆企业安
全管理实操。市应急管理综合
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讲解了工
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本报讯（记者 胡圣）为加
快推进和高质量完成我市第
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
工作，9 月 27 日，市农业农村
局召开第一次水产养殖种质
资 源 普 查 培 训 暨 工 作 推 进
会。市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
查领导小组成员、各镇办、场、
园区水产服务中心主任或农
办人员，市五湖渔场、市畜禽
良种场分管生产领导参加培
训。

会议邀请省水产养殖种质

资源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就全省
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工作任
务要求和“全国水产养殖种质
资源普查操作系统”操作进行
了授课。会议针对“为什么查、
查什么、怎么查、查的准”提出
了具体要求。

会议还通报了全市水产种
质资源基本情况普查工作开展
情况，指出了现阶段我市普查
存在的问题，并就各单位在普
查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
了解答。

本报讯（记者尹立群通讯
员金雯）9月26日，市人力资源
市场二楼大厅现场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由市劳动就业管理局
举办的仙桃市2021年非织造布
企业专场招聘会在这里举行。

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
的方式同时进行，旨在为非织
造布企业搭建平台，招贤纳士，
解决用工难问题。据了解，现

场共进场企业35家，参与直播
招聘企业 2 家，提供就业岗位
300 余个，吸引了 6224 人访问
直播间和200余名求职者入场
参会。招聘现场异常火爆，前
来参加的求职者积极寻找自己
理想的岗位，并与用人单位在
招聘会现场进行了面对面的对
接、洽谈。据初步统计，86 名
人才现场达成了就业意向。

本报讯（记者 张曼 通讯员 皮
斌）9 月 22 日下午，在市民之家一楼
窗口办理完党群服务中心首次登记业
务，老台渔场场长武家顺与密塘渔村
旅游开发合作社社长陈长清感慨：“办
证到拿证不到一个小时，效率实在是
高！”

针对群众反映不动产登记材料繁
多、程序繁琐等问题，我市通过减少办
理环节，将不动产登记涉及到的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市税务局、市住房保障
服务中心进行整合，将不动产登记进
一步提速，申请人不再需要跑多个窗
口。

优流程减材料，全面提升了不动
产登记服务质效。如今办理抵押权登
记，受理人员核验、扫描不动产权证书
原件后，统一将证书退回申请人自持
保管，不再收取不动产权证书原件，不
在证书上标注“抵押”或“抵押解除”等

字样。
优机制减时限，通过开辟查询通

道，申请人可通过鄂汇办APP进行线
上查询名下房屋相关信息。同时，登
记机构与税务部门使用“一网通办”系
统，核税的房源信息自动推送给税务
部门，无需购房人再提供缴纳契税的
有无房查询证明。

在“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的
基础上，我市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

让群众减跑动。申请人办理不动产
抵押权注销、查封、异议、换证等业务
已实现即时办结、立等可取；二手房
转移登记、个人申请的新建商品房转
移登记、抵押登记等一般登记业务 1
个工作日内办结。同时，根据申请人
需要，可选择在现场等待 2 小时领
证，也可以选择 EMS 免费邮寄证书，
真正实现“最多跑一次，一次可办好”
的工作目标。

本报讯（记者 陈亚东）9 月 24
日，市残联与市聋人协会组织开展残
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暨庆祝第
64届国际聋人节活动，进一步丰富残
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残疾人享有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我为残疾人

办实事”活动走深走实。
活动当天，全市22个镇办的50余

名听力残疾人一同来到陈场镇潘场村
胡幼松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纪
念碑敬献花篮。市残联向残疾人家庭
代表赠送了爱国主义题材书籍《胡幼

松传奇》，并在纪念馆举办红色读书日
活动。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活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为契机，通过残疾人文化进家庭

“五个一”活动，即读一本书、看一次

电影、游一次园、参观一次展览、参
加一次文化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向广大残疾人群体延伸，团结带
领残疾人学党史、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增强残疾人群体的爱国热
情和凝聚力。

汉江防汛会商调度
电视电话会召开

我市召开第一次水产养殖
种质资源普查培训暨工作推进会

我市不动产登记“四减”再“提速”

9月28日，市委党校2021年秋
季学期主体培训班全体学员到陈场
胡幼松纪念馆开展9月份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参
观了纪念馆、重温了入党誓词。图
为活动现场。

摄影 记者 陈亚东

本报讯（记者 胡平）9月29日，
陈场镇迪芬德公司打包车间里，56岁
的陈汉秀正熟练地忙着叠衣、装箱。
她是半个月前紧急招聘来的打包工，

“社区动员来的。公司管两餐，每天还
能挣百把块钱，还可以。”

迪芬德防护用品公司是去年9月
落户陈场的一家无纺布企业，专门生
产销售防护服、手术服。目前有固定
技术工人近 200 人。因注重质量、讲

求诚信，公司投产至今订单一直火
爆。但今年5 月以来，打包工缺口较
大，出现“有货发不出的”尴尬。老板
非常发愁。

企业有困难，政府帮解危。陈场
镇工业办相关负责同志了解情况后，
立即着手组织了两场招聘专场会。安
排全镇36个村（居、场）的村干部，通
过微信群、村级“小喇叭”、上门动员等
多种方式，宣传迪芬德公司的待遇优

势、发展利好，鼓励留守在家的剩余劳
动力到迪芬德打工，“既是为企业好，
也是为陈场好，为自己好。”

镇街启元社区的陈汉秀于是报
名上岗，经过几天的适应后，现在已
很安心。目前像她这样的工人全公
司有 20 多人。但仍不能满足旺季时
所需。公司负责人赵海泉说，还是缺
人。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一定跟

企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尽全力帮助
他渡过难关。”据悉，陈场正在筹备第
三场招聘会，设法帮迪芬德缓解招工
难。

陈场镇：当好“店小二”，真心解企忧

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

我市开展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