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日，2022 年
黄石市反邪教主题
宣传教育在文化宫
广场举行。通过反
邪教展板巡展、发放
反邪教倡议书、反邪
教讲座等多种形式
向市民群众进行反
邪教宣传，让市民群
众了解邪教本质，增
强防范意识，自觉抵
制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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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14. 人民防空是国防的重要组
成部分。

15. 人民防空是以阻碍敌人空
袭兵器发挥效能和消除敌空袭后果
为手段的防空。

16.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有得到
人民防空保护的权利，都必须依法
履行人民防空的义务。

17.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
平时应当为抢险救灾服务。

18.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作出并
恪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19. 张衡地动仪能测定地震的
方位。

20.地球由表及里可分为地壳、
地幔、地核。

21.全球分布最广、发生地震最
多的地震带是环太平洋地震带。

22. 地震三要素是指时间、地
点、震级。

23. 一次地震在距震中不同的
地方可能有不同等级的烈度，而震
级只有1个。

2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
法》及其一系列的配套法规的制定，
标志着我国防震减灾工作进入了法
制化管理的阶段。

人防、地震小知识（二）
黄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民防局、地震局）宣

胡洪是大冶铁矿采矿车间东采工段中孔
班长。2021年对他来说是个丰收之年——所
在班组完成中孔进尺5.1万余米，修旧利废
100余万元，获得武钢资源2021年度“安全
1000”标准示范班组荣誉称号，他个人更是一
举囊括了中国宝武铜牛奖、宝武资源紫荆花
奖。今年五一，黄石市总工会又授予他2022
年黄石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他用责任
与付出，书写了百米井下热火朝天的“地心夺
宝”新篇章。

胡洪的工作主要是在地底几百米处打中
深孔，为后续的矿石爆破做准备。他常说：

“安全是天大的事，必须谨小慎微、反复确认，
对生产中出现的违章违纪现象要零容忍，决
不当老好人，不光通报点名还要从重考核，让

‘违章就是犯罪’的理念深入人心。”
他坚持每周对现场安全风险进行分析排

查，结合每个台车所在作业区域的现场状况，
细致拟定针对性防范措施，逐项抓好落实。
2021年，胡洪带头查改问题隐患累计30余
项，全部做到闭环整改，班组安全事故为零，
获得了武钢资源“安全1000”标准示范班组荣
誉称号。

在成本管理中,胡洪围绕关键指标，通过
“一人一表”分解到每个班员，做到“千斤重担

人人担，人人身上有指标”。他还将眼光瞄准
成本管控的大头“备品备件”上，积极开动脑
筋想办法修旧利废，进一步拓展降本空间。

2021年7月份，东深部的DL2710台车故
障率频繁，特别是台车机头漏油故障，仅高峰
期一个月便使用了7套修理包，不仅耽误生产
进尺，更导致成本居高不下。

胡洪迅速组织班组骨干集思广益，决定
采取将废旧凿岩机机头拆卸组合的方法，对
台车机头进行更换。他们在维修库房内找到
了3台废旧的X5型号凿岩机机头，将有用的
机头配件拆卸下来，重新组合拼成一台机
头。同时，对台车的机座设施进行调整改造，
保证新机头能在台车上“安家入住”。新机头
安装完毕以后，他们又对台车冲击、旋转、推
进压力等方面重新设计参数，满足了钻孔的
要求。

那段时间，胡洪和班组的骨干每天忙得
不可开交，加班加点是常事。新机头改造投
入生产后，台车运行技术参数符合要求，每天
进尺平均达到260米，月中孔进尺达到7000
米，机头运行总体平稳，无漏油现象发生。经
测算，仅台车机头革新改造一项，班组每月便
可节降维修成本达1万元。

记者 鄢巍 通讯员 邵亮 文/摄

胡洪:百米井下“夺宝人”

本报讯（记者 吴海峰 通讯员 汪
佩） 近日，西塞山区人民法院成功执
结一起涉企借款纠纷案件，法官以“活
封”被执行企业货物置换土地查封的
模式化解纠纷，以善意文明执行助力
企业解困。

据了解，湖北某磁材科技有限公
司因资金周转困难，先后向申请人王
某借款1400余万元，后因无力偿还借
款被王某诉至西塞山区法院。经法院
调解，该公司在支付510万元后因生产

经营欠佳“爽约”，王某遂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一边是申请执行人要求法
院拍卖企业土地厂房用以偿还欠款，
一边是被执行企业请求法院解除土地
查封进行融资，如何平衡保护双方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被执行公司系辖区内重点招商引
资企业，也是省级重点建设项目，且还
在正常生产经营，如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直接拍卖企业土地，冻结银行账户，
会导致该公司停工停产，大量员工失

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考虑到企
业实际情况，案件承办法官董克标及时
向该院执行局局长邱梅请示汇报，共同
分析研讨案情，并多次到被执行企业进
行现场调查，详细了解其生产经营情
况。经调查，了解到被执行企业的产品
主要销往江浙沪一带，由于疫情原因，
导致其产品滞销，大量产品销不出去，
没有回款，无法偿还债务。

为助力企业早日脱困，在保障申请人
权益的前提下，董克标经过风险评估，决
定对该案采取“活封”柔性执行的策略。

因该企业产品市场行情紧俏，只
是暂时受疫情影响，董克标便主动引

导被执行企业用产品货物置换土地，
即查封企业产品以解封其土地，同时
要求该企业提供案外人担保。在既保
障申请执行人权益不受损、又使被执
行企业能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法
院裁定解封了该企业名下土地。土地
解封后，该企业以土地进行融资，很快
得到融资款项，资金流回转，企业困境
解除，并一次性偿还申请执行人借款
本息1050余万元。

从法院裁定解除土地查封到1050
余万元案款执行到位，仅用了10天时
间，较好实现了既让案“结”了、又让厂

“活”了的“双赢”效果。

西塞山区法院善意柔性执法

既让案“结”了 又让厂“活”了
H 深入优化营商环境 持续深化“双千”活动

戴着金丝眼镜、一身时尚打扮的
90 后祝龙，很难让人想到会是一名

“牛倌”。
23日，在保安镇大洪村祝康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棚舍内膘肥体壮
的牛儿正悠闲地吃着草料。“目前牛场
有黄牛、肉牛多个品种，一年营收可达
数百万元。”基地创始人祝龙说。

祝龙大学期间学的是传媒专业，在
人民日报社实习时，一次偶然的机会，
参加了一次中国粮食峰会，看到了发展
农业大有可为。于是，在实习结束后，

祝龙回到了老家大洪村，在家人的支持
下，经过多方考察，选择了养牛作为创
业项目。

说干就干，流转土地，建牛舍，买牛
养牛。因为没有经验，祝龙就请来经验
丰富的养殖户作指导，自己跟在一旁虚
心学习。

“从2017年开始时的一间小牛棚，
到如今初现规模，我是看着牛场一点一
点发展起来的。”从大学生转变成“牛
倌”，祝龙的穿衣打扮依然时尚，却更加
不怕脏不怕累了。

牛场四面环山，环境优美，场区内设
有生活区、办公区、生产区，配套建设兽
医室、消毒室、危废暂存间、饲料仓库、饲
料加工车间等。“我这里是单列式发酵床
牛舍，是一种生态养殖模式，采用场床一
体化发酵床技术，粪污经处理后，可直接
作为有机肥使用，还保证了牛舍里没有
臭味。”祝龙对牛场各项事务了如指掌。

“那时候，身边有人笑我这个大学
生在农村养牛，但我就是憋着一口气想
把事情做好。”通过近两年的学习，祝龙
掌握了养牛技能后，开始放心大胆地扩

张规模。目前，牛场常年存栏肉牛500
头，配套种植了数百亩玉米、牧草等作
物，基地长期有省农科院专家和华中农
业大学教授帮忙指导，在当地产生了很
好的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今年，祝龙申请了自己的品牌，计
划在武汉开一家门店，专门销售自己的
牛肉。他还计划将合作社进行多元化
拓展，做大做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
农村，但我觉得农村遍地是黄金。”祝龙
认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广阔
农村大有作为。

90后扎根农村当“牛倌”
□ 本报记者 陆文博

本报讯（记者 朱达） 23日，以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为主题
的湖北省第十一届社会科学普及宣
传周黄石分会场启动式暨首届“社
科飞燕”培训交流会活动举行。

活动现场发布首批黄石市社科
普及教育基地、黄石市首届“社科
飞燕”及黄石市理论热点面对面示
范点名单，并为基地和示范点授
牌，为“社科飞燕”代表颁发证书。
其中，市博物馆等11家单位获评首
批市级社科普及教育基地，陈雯君
等151人入选全市首批“社科飞燕”
名单，湖北师范大学、湖北理工学
院将分别与沈家营街办、团城山街
办共建市级理论热点面对面示范
点。活动特别邀请省社科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杨丹进行专题宣
讲，6名“社科飞燕”成员结合自身
工作生活经历进行交流分享，湖北

师范大学学生肖有容宣读“强国复
兴有我”倡议书。

省社科联副主席胡立强出席活
动并指出，近年来，黄石着力推进高
质量发展，打造“一个中心、五个示
范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社
科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和空间。黄石市社科联精心组织

“湖北省社科普及周黄石分会场”系
列活动，为全省社科普及工作打通

“最后一公里”作出了黄石贡献。全
省社科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
好用活各类特色文化资源，深入基
层一线开展社科普及活动，促进基
层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更好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为推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阮瑞祺） 23日上
午，2022年黄石市职业教育活动周
暨中职学生技能大赛启动仪式在湖
北工程职业学院举行。

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以“技
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是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施行后的第一个活动周。活动
周期间，全市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将
通过开展系列宣传和活动，全面展
现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成果，营造
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
氛围。

副市长李丽表示，新修订的《职
业教育法》为职业教育培训的存在

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还为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提供了制度支撑。
职业院校要以此次职业教育活动周
为契机，抢抓机遇、永不懈怠、笃学
力行，厚植爱国报国情怀，以全新的
姿态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职业教育
发展的洪流中，为促进黄石高质量
发展再作新贡献。

市政协副主席、鄂东职教集团
党委书记、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党委
书记刘海平说，鄂东职教集团将与
全市职业院校一道，加强同政府部
门、行业、企业的联系，一起打造黄
石职教特色，增强黄石职教内涵，提
升黄石职教质量。

全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曹
宏亮）中白“巨石”工业园是中国和
白俄罗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标
志性工程。23日，据十五冶公司消
息，工业园管委会近日为园区优秀
企业颁发了奖牌，十五冶七公司白
俄罗斯项目部获颁“巨石工业园优
质工程建设奖”荣誉证书。

中白“巨石”工业园位于白俄
罗斯明斯克州，是白俄罗斯第一个

全球化工业园区，也是目前中国参
与投资开发的规划面积最大、开发
建设规模最大、合作层次最高的海
外经贸合作区。十五冶公司自
2016 年入驻该工业园以来，先后
在园区承接了M2办公楼（荣获境
外工程鲁班奖）、中联重科、马兹潍
柴、科技成果转化合作中心等多个
项目，受到了工业园管委会的高度
评价。

十五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为深入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问题，
全面加强诚信政府建设，切实维护市场
主体合法权益，根据《全省纪检监察机
关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工作方
案》(鄂纪办 [2022]25号)和《全省“新官
不理旧账”专项治理实施方案》( 鄂营商
办发[2022]2号)要求，现面向全市征集

“新官不理旧账”相关问题线索。
一、线索征集范围
2016年以来，因党委、政府换届，

领导干部岗位变更，招商引资和政府投
资项目建设中出现的下列问题:

(一)政策措施不落地、不落实、执行
不连续问题;

(二)对签订的合法合规合同或作出
的合法合规承诺不履行、不兑现问题;

(三)对解决招商引资、政府投资项
目建设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担当、不作
为，导致合法合规项目不能及时落地、
建设、投产、见效问题;

(四)其他相关问题。
二、提供线索注意事项
(一)提供“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案件

线索必须具署实名，材料应加盖企业公

章，尽量详尽，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二)“新官不理旧账”问题的相对方

主要为企业、企业家、项目投资主体。
(三)《黄石市“新官不理旧账”问题

线索表》请认真填写完整，其它相关材
料可作为附件一并函送。

(四)为保障征集工作有序开展，原
则上只接受来信、电子邮件两种途径的
问题线索。

三、线索征集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9月16日。
四、线索反馈地址

市级专项治理工作组(设在市发改
委[市营商办] ) ;

来信地址:黄石市下陆区团城山杭
州东路1号黄石市人民政府427办公
室，收件人:市营商办，电话:0714-
6360316，邮编: 435000；

电子邮箱: hswjspk@163.com。
欢迎广大企业和企业家积极提供“新

官不理旧账”问题线索。对征集的问题线
索我们将认真核查、及时协调督促相关方
面依法办理，切实保障提供者的合法权利。

特此公告。

关于征集“新官不理旧账”问题线索的公告

H 强国复兴有我
普及社科知识 凝聚奋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