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仙桃联通分公司已开展多
项惠民服务活动，解决广大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
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了最贴心的
服务。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
之际，为回馈仙桃广大人民群
众，继续履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服务内容。仙桃联通准备十万
元电子优惠券，仙桃人民抢优
惠券的快乐来啦!

中秋、国庆之际，广大民众
进联通营业厅体验5G网络，参

与购机直降活动，还有品牌小
家电 0 元得，购机另有 60G 流
量 免 费 送 ，同 时 ，还 投 放 了
1000张爆款手机电子消费券。

本次电子消费券发放，是
仙桃联通首次在全市范围内实
施的大规模
电子消费券
投放活动，
活动在双节
投放，真正
让广大消费
者得实惠。

仙桃联通中秋、国庆双节

投放电子消费券啦

陈平遗失位于仙桃市干办
共青路21号011单元的房屋所
有 权 证 ，证 号 ：仙 干 私
0012677，面积：36.85 平方米，
特声明作废。

仙桃市辽通物流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遗失，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9004MA49354Y6N，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近日，湖北相关部门出台发布了
《2021 年乘用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
则》，持有湖北号牌的老旧乘用车，在符
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补贴买新车。

补贴范围：
持有湖北号牌的个人消费者报废

或转出本人名下老旧乘用车，在省内购
买以旧换新推广车型范围内的乘用车，
并在省内完成机动车注册登记的，可申
请补贴；

报废或转出的老旧乘用车首次注
册登记时间须在2016年1月1日之前，
且 2021 年 9 月 1 日之前已登记在本人

名下，以上日期均不含当日。
补贴期限：
自2021年9月1日起至2021年12

月31日止。如活动结束日期另有公告
的，按新公告执行；

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机动车注
销证明日期，购买新车合同日期、新车
销售发票开票日期，均须在补贴期限
内；完成车辆注册登记并获得行驶证
的，请及时提交补贴申请材料，日期须
在2022年1月31日前，逾期不予补贴。

补贴标准：
报废旧乘用车，购买新能源乘用车

的在使用环节补贴资金5000元/辆；购
买燃油乘用车的补贴 3000 元/辆。转
出旧乘用车，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在使
用环节补贴资金3000元/辆；购买燃油
乘用车的补贴2000元/辆；

在补贴期限内，每位申请人只能享
有1辆车的补贴。

申报流程：
属于补贴范围内的个人消费者，到

省内乘用车经销商处，报废或转出个人
名下符合条件的老旧乘用车，购买以旧
换新推广车型范围内的乘用车后，由经
销商协助完成乘用车以旧换新信息登

记；
个人消费者在省内完成新车注册

登记且上牌后，及时到协助完成信息登
记的经销商处，按规定提交申报乘用车
以旧换新补贴所需申请材料；

经销商按规定完成申请材料审核
确认后，将补贴资金转账至符合条件的
购车居民（个人消费者）银行账户。

仙桃市有14家有经销商列入此次
以旧换新活动网点。消费者到以下14
家网点购买部分车型可享受以旧换新
补贴。

（市经信局）

仙桃车主，乘用车以旧换新活动来啦，最高补贴5000元

仙桃市2021年乘用车以旧换新经销商网点名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经销企业名称
武汉仙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仙桃市三环劲通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翔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仙桃市威马宝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仙桃华庭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仙桃市三环迅通汽车有限公司

仙桃源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东峻天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仙桃特来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仙桃鉴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仙桃汇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仙桃市宇宙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仙桃市分公司

仙桃威汉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厂家名称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东创紫联（武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品牌
北京现代牌
东风日产牌

奇瑞牌

五菱牌&宝骏牌
一汽-丰田牌
一汽-大众牌

哈佛牌

东风风神牌

东风牌

吉利牌

上汽-大众牌

东风风行牌
广汽本田牌
长安福特牌

地址
湖北省仙桃市干河大道丝宝路2号

湖北仙桃市干河办事处复州大道126号
仙桃工业园区仙洪大道21号《仙桃汽车城

16B-108#》
仙桃市华中汽车交易大市场3#

湖北省仙桃市干河办事处丝宝路2号1幢
仙桃市干河办事处复州大道126号

仙桃市工业园区仙洪路21号（华中汽车交易大市
场2栋2-1-1A号）

仙桃市工业园区仙洪路21号华中汽车交易大市
场16#楼B103、104、105号

仙桃市工业园区仙洪公路西侧华中汽车交易大
市场1号4S店1单元101号

湖北省仙桃市工业园区仙洪大道汽车城仙洪路
21号

湖北省仙桃市工业园区仙洪路21号（仙桃汽车城
3号楼）

仙桃市仙洪路21号汽车城2期17B
仙桃市工业园仙洪路21号

湖北省仙桃市干河办事处丝宝路2号福特4S店

长假将至，想必很多人都已安排好
了出游或休闲计划，假日虽好，但是也
要提醒大家，目前全球新冠疫情流行的
严峻形势下，我们外防输入的压力依然
很大，在出行过程中依然要保持疫情防
控的警惕性。同时也别忘了呵护眼睛，
不管外出旅游还是宅在家中这份护眼
攻略你都需要。

出门旅行的时候，出于拍照美观的
需求，部分戴镜人士会选择隐形眼镜。
在选择隐形眼镜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每天配戴完隐形眼镜，都需要进
行护理，步骤包括清洁、冲洗、保存。若

长时间不使用，每周也需要对护理液进
行更换。护理不当引发结膜炎、角膜上
皮缺损或过敏反应等眼部损伤，甚至造
成角膜溃疡甚至穿孔，而引发失明危险。

目前，网上学习的形式主要是通过让
同学们在家观看电子产品来实现。常用
的电子产品包括投影仪、电视、电脑、平板
电脑、手机等。尽量选择屏幕分辨率较高
的电子产品，减少用眼不适和疲劳。

高度近视患者不能玩刺激性的娱
乐项目，如过山车，由于那些项目往往
冲击力强烈，眼球内的玻璃体对视网膜
拉扯力增大，容易导致视网膜脱离。近

视的度数越高，风险越大。
选择宅在家里的小伙伴们，通常会

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电视等，眨眼次
数减少，导致泪液分泌不足，眼睛干
涩。因此我们要有意识地多眨眼，每分
钟15-20次。用眼要注意休息，每使用
电子产品40-50分钟，就站起来走动走
动，在窗前或阳台眺望远方。

趁着暑假，陪孩子养成良好行为习
惯，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坚持适当体
育锻炼，增加阳光下的户外活动，积极
预防近视。防止眼外伤发生，让孩子们
度过一个健康、安全的假期。

爱尔眼科温馨提示：不管出行或居
家都应保持用眼健康，打喷嚏、捂口鼻避
免用手揉眼睛，养成勤洗手的习惯，以免
病毒通过手进入结膜，造成交叉感染。
另外，如发生眼部感染或眼外伤，症状长
时间不能缓解应立即前往专业医疗机构
就诊，避免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

十一国庆护眼注意事项

流感不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常
由于受凉或鼻病毒、冠状病毒、细菌等
病原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传染性不强，
症状较轻，呈自限性。流感通常由甲型
或乙型流感病毒引起。症状包括突然
发热、咳嗽(通常是干咳)头痛、肌肉和
关节疼痛、喉咙痛和流鼻涕。咳嗽可能
很严重，可持续2周或更长时间。

流感不像「普通感冒」那么简单，
传染力更强。流感每年在全球导致约
300～500 万严重病例，其中约 29～65
万例因重症流感死亡。并发症更凶更
险：可能会出现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症、急性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心肌炎、
心力衰竭、脑炎等多种并发症，严重甚
至致死。儿童更易感染：作为易感人
群，每年流感流行季儿童患上流感的概
率大约是 20%～30%，在某个高流行季
节，感染率可高达50%左右。

流感疫苗是每年都要接种吗？ 是
的。一方面，流感病毒易变异，成分会
根据每年流行的毒株进行调整。另一
方面，接种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一
般可持续 6～8个月，且会随着时间推
移而逐渐减弱。所以，每年都接种，才
能让你获得持续的免疫力。

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接种? 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
南（2020-2021）》（以下简称《指南》）建

议：最好在10月底之前完成接种。
流感疫苗能不能跟新冠疫苗同

打？ 按照目前规定，新冠疫苗与其他
疫苗的接种要间隔至少 14 天。所以，
每一针流感疫苗都要和新冠疫苗间隔
≥ 14天哦。

三价、四价流感疫苗有啥区别？
目前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有三种：
三价注射灭活流感疫苗（IIV3），四价注
射灭活流感疫苗（IIV4），以及三价鼻喷
流感减毒活疫苗（LAIV3）。其中，四价
流感疫苗比三价可以多预防一种流感
病毒的毒株亚型。

不同疫苗怎么选择？四价和三价、
国产和进口品牌的流感灭活疫苗在安
全性上没有本质差别，三价鼻喷流感减
毒活疫苗的接种禁忌和其他疫苗略有
不同，但安全性和有效性也完全没有问
题，并同时能够产生粘膜免疫。综合考
虑，我们推荐：

6～35月龄的婴幼儿：可以接种三
价灭活流感疫苗（0.25mL 剂型）；各品
牌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任选其一及时接
种即可。3岁以上的孩子及成人：三价
灭活流感疫苗（0.5mL 剂型）或四价灭
活流感疫苗（0.5mL 剂型）都可以。关
键是流感高发季节到来之前及时打到
疫苗。3～17岁的孩子和青少年：还可
以选择接种三价鼻喷流感减毒活疫苗

（0.2mL剂型）。
流感疫苗要接种几剂？国内不同

流感疫苗的说明书略有不同，具体可遵
照说明书免疫程序或者按照《指南》建
议程序接种。1.6月龄～8岁的孩子：首
次接种或既往接种流感疫苗 ＜2剂，应
接种 2 剂次，间隔 ≥ 4 周。曾有接种
过 ≥2 剂流感疫苗的儿童：接种 1 剂。
2.9岁及以上孩子和成年人：接种 1 剂
次。

第一针必须和上一针间隔 1 整年
吗？不是的。流感疫苗推荐每年接种，
但这里的「年」指的是我们上面提到的

「流感流行季节（跨自然年）」。在一个
流感流行季节里，均可以接种「当年」的
流感疫苗。比如：2020 年 11 月接种了
流感疫苗，2021年9月依然可以接种流
感疫苗。

哪些人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一般
来说，没有接种禁忌建议所有 ≥ 6 月
龄每年都应该接种。尤其是以下人群，
优先推荐接种：1.医务人员，包括临床
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和卫生检疫人员；
2.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
人群聚集场所的脆弱人群及员工；3.重
点场所人群。如托幼机构、中小学教师
和学生，监狱看守所人员等；4.其他高
风险人群，如：60岁及以上者、6月龄～
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6月龄以下婴儿

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孕妇或准备在
流感季节怀孕的女性（部分机构不建议
哺乳期接种流感疫苗，建议处在哺乳期
的女性先与当地机构做沟通核实）。

为什么今年特别有必要接种流感
疫苗？今年的特殊性，是全球新冠疫情
严重流行态势仍持续不减，毫无疑问的
是，国家对于新冠病毒防控工作仍然会
延续。这个特殊时期，如果出现发热咳
嗽流感样症状，必然会进行相应的隔
离，学习和工作中断，进行相应筛查，甚
至家人也有可能需要相应的筛查和可
能的工作的暂时中断。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吗？流感疫苗
安全有效，是预防流感的最佳手段。在
大多数年份，流感疫苗与流感流行毒株
的匹配较好，具有良好的保护力。接种
流感疫苗是安全的，仅个别出现接种部
位红肿热痛、嗜睡、乏力、肌痛、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轻微不良反应，通常会
在几天内自行消失，极少出现重度反
应。

刘运洲（商品混凝土搅拌站）：
公民身份号码：
429004197402283116
地址: 仙桃市杨林尾镇三

合村与园艺二场交汇处
经营者:刘运洲
刘运洲（商品混凝土搅拌

站）环境违法一案，我局经过调
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调查情况及环境违法
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情况

我局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
对你（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
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
违法行为：

砂石料堆放在厂区内，未
采取封闭、围挡、有效覆盖等
控制、减少扬尘的污染防治措
施。

以上事实，有仙桃市生态
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021年7月30日、2021年8月
19 日）、仙桃市生生态环境局
调查询问笔录（2021 年 7 月 30
日）、现场照片和营业执照复印
件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贮
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
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
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
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
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
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规
定。

我局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
向你（单位）留置送达仙环罚告
字〔2021〕47 号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告知你（单位）违法事
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
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
权进行陈述、申辩，你（单位）未
进行陈述申辩。

以上事实，有我局仙环
罚告字〔2021〕47 号行政处罚
事 先 告 知 书 及 送 达 回 证 为
证。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
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
整治或者停业整治：（二）对
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
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
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
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的；”的规定，鉴于你（单位）
积极配合调查，参照《湖北省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规 定 》（鄂 环 发〔2019〕014
号），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
出以下行政处罚：

1、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对
砂石料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
的严密围挡，或者采取有效覆
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2、处以罚款人民币肆万伍
仟元整(￥45000.00)。

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
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
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
定，限你（单位）收到本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
缴至下列银行和帐号。逾期
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每日
按该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
款。

户名：
仙桃市国库收付中心
账号：
100608914490019999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仙桃市支行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出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

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
之日起 60 日内向湖北省生态
环境厅或者仙桃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6
个月内直接向仙桃市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
停 止 本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的 执
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
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仙桃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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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0

受理编号

D2HB202109220008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仙桃市中心城区的体育广场、
江滩公园、流潭公园、沔阳公园
高音喇叭噪声扰民

行政区域

龙华山、沙嘴、
干河

污染类型

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信访人反映事项属实。
体育广场、江滩公园、流潭公园、沔阳公园

是市民休闲健身的公共场所，每天下午至晚
上有市民进行唱戏唱歌和广场舞等活动，部
分活动音响音量较大，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

是否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开展联合执法。市公安局、市城管局、三个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
组织执法人员100人，出动执法车辆15台开展联合执法，耐心劝导活动人
员，及时制止唱歌唱戏噪音扰民现象。截止9月27日，已组织联合执法6
次，签订保证书5份，暂扣流动卡拉OK点歌器和音响设备18台。

2、设置温馨提示牌。市公安局已在体育广场、江滩公园、流潭公园、沔阳
公园设置温馨提示牌，限定娱乐时间和音响音量。

3、加强日常巡查。市公安局和市城管局将加大以上区域的日常巡查频
次，发现噪音扰民现场及时制止。

问责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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