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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济困、关心帮助困难群众是党和政府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一贯倡导。为更好地帮扶全市困难群众，全市上下积极参与到2022年“送温暖、献爱
心”捐赠活动中，该活动目前已全部结束，衷心感谢全市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无私奉献、积极参与！此次活动共募集善款3932508.93元，全部用于
开展我市城乡困难群众元旦、春节“两节”慰问及慈善救助活动。现将捐款情况公示如下：

2022年全市“送温暖献爱心”捐赠活动捐款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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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遗失黄石市交通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财务专用章、法人章（黄俊）各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为切实做好“5·22国际生
物多样性日”宣传工作，20日，
黄石市生态环境局大冶市分
局联合教育系统及相关部门
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生物多
样性宣传活动，将课堂搬到户
外，向学生们普及生物多样性
保护知识。

在大箕铺中学、金湖街道上
冯村等地，大冶市环保志愿者
开展了《生物多样性》讲座，组
织观看了科普视频，介绍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呼吁同
学们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不乱扔垃圾，保护生态环境。
今年“六·五环境日”的主

题是“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从
5月初开始，大冶生态环境分
局联合相关部门单位，以环保
法律法规进机关、企业、学校、
社区、乡村的“五进”形式，深入
开展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污染环境生态治理、生态文明
建设等一系列活动，积极传播
绿色低碳生活、弘扬环保绿色
文化，努力营造人人参与生态环
境保护、携手共建绿色生态家园
的良好氛围。 （殷珂 石晓梅）

大冶“环保课堂”搬到户外

17日，大冶市召开社区矫
正巡回检察动员会，充分发挥巡
回检察监督职能，进一步规范和
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正式启动社
区矫正巡回检察工作。

据悉，此次社区矫正巡回
检察工作的重点是对审前调查
评估进行检察、对交付执行活
动进行检察、对监督管理、教育
帮扶活动进行检察、对变更刑
事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等。

“社区矫正巡回检察，既是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一次专项体
检，也是对司法局巩固教育整
顿、政治巡查和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对社
区矫正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一次
精准助推。”大冶市司法局党组
书记、局长邱斌表示，该局将进
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建立
健全长效常态司检协作机制，
确保巡回检察工作的圆满完成。

下一步，大冶市司法局还
将围绕巡回检察结果，坚持围
绕反馈问题抓整改、重点环节
抓整改、巩固成效抓整改，促进
社区矫正刑事执行工作水平不
断提升，实现社区矫正刑事执行
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
果相统一。（殷珂 吴运刚 马娟）

大冶市启动社区矫正巡回检察工作

20日，大冶市在金湖街道
召开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
现场会，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
范化建设，进一步深化基层社
会治理，努力提高大冶市域治
理现代化水平。

会议发布了《全市进一步
加强乡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
心规范化建设方案》，该市信
访、司法、调解中心等部门单位
和金湖、大箕铺、刘仁八等乡镇
就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作了交
流，大冶市法院汇报了“七无三
零”平安村（社区）共建共创示
范点工作进展情况。

下一步，大冶市各单位将
严格按照功能设置、标牌标识、
制度流程、平台应用、档案资料

“五统一”标准，把乡镇综治中

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打造成大
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
作的亮点和品牌，确保一举通
过省、中央试点验收。

“上级有要求、现实有需
要、群众有期盼，我们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从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
度，充分认识加强综治中心建
设的重要性。”大冶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平安办
主任毛文胜说，要明确任务清
单、明确时间节点、明确功能定
位、加强组织领导、加大保障力
度、强化纪律作风建设、严格督
办考核、突出工作效果，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殷珂 刘家云）

大冶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 汪涛 通讯
员 陈翰) 22日，下陆区东方
山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对詹本六
社区停车场内的违章建筑进行
了集中拆除。

为了拆除这些私搭乱建，
从21日上午开始，在一排排钢
骨架、木板、彩钢复合板的违规
建筑周围，数名城管人员各司
其职，或在外围疏导围观群众，
或耐心宣讲相关政策，或指导
机械进行拆除作业，或组织清
运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各项拆

违工作有序推进。为加快工作
进度，拆违队伍放弃午休时
间, 在现场吃完盒饭又投入到
紧张的拆违当中。经过两天的
不懈努力，违章建筑成功拆除，
拆除面积达386平方米。

下一步，东方山街道将结
合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组织相
关部门和城管部门协调联动，
加大违法建筑查处力度，依法
有序拆除辖区内所有违法建
筑，为居民打造干净、整洁、舒
适的生活环境。

下陆集中拆除一批违章建筑

本报讯（记者 张春玲 通讯员 姜帆）
“小区车辆乱停乱放，建议增加停车位。”
“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现象必须整改。”“飞线
充电有极大的安全隐患。”……19日，铁山
街道胜利路社区召开协商议事会。

几天前，社区接到居民反映，喻家山小
区因非机动车停车位有限，公共区域内又

无停车棚，导致部分电动车车主把车停在
小区楼栋的消防进出口，甚至“飞线”充电，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收到居民反映的问题，社区通过“看、
查、听、访”进行实地考察，了解相关情况。
19日，社区召集社区“两委”成员、业主委
员会成员、居民议事协商会成员及物业公

司代表等13人，协商喻家山片区增设智能
停车棚项目。

议事会现场围绕老旧小区“飞线充电”、
电动车进楼道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
纷纷献言建策，就喻家山片区停车棚修建
的数量、点位设置、消防安全、是否影响居
民出行等问题进行深入协商。最终达成一

致建议：在喻家山61号、63号楼房侧边增
设智能停车棚，解决居民停车、充电问题。

一直以来，胜利路社区坚持以议事会
为载体，通过民主协商，让居民的知情权、
建议权和决策权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有
效解决居民群众的“忧心事”，为推进党建
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进行有益探索。

本报讯（记者 马南山 通
讯员 马哲婷） 日前，市邮政
管理局全面启动第二批“绿色
快递”示范点创建评选工作，
针对邮政、快递分拨处理场所
及营业网点的收寄、分拣、运
输、投递等重点环节，制定绿
色环保、节能减排标准，落实
快递包装减量化、标准化和循
环化要求，加强快递包装行业
绿色治理。

此次评选由企业推选，市
邮政管理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
现场考察，按照创建评选标准

要求，重点考察企业积极配置
绿色包装盒（袋）、循环中转袋、

“瘦身胶带”，开展行业环保培
训，积极参与生态环保创新、促
进生态环保理念传播或改善等
情况，最终确定“绿色快递示范
点”名单并举行授牌仪式。

市邮政管理局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局将及时跟进企
业创建申报情况，大力宣传好
的做法和成效，督导企业在快
递包装绿色治理、行业节能减
排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树立
行业绿色发展良好形象。

我市启动第二批
“绿色快递”示范点评选

本报讯（记者 陆文博 通讯员 王金
林） 23日上午，在白沙镇舒畈村综合减灾
宣传教育基地，一群村民正驻足宣传栏前
观看，在驻村工作队专人讲解下认真学习
涉及地震、火灾、洪水、雷击、暴雪、疫情等
方面的生命救援黄金法则。

“我们每年定期在5·12防灾减灾日前
后和每年的6月份安全生产月，开展防灾
减灾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森林防火、
洪涝灾害安全撤离应急演练，增强村民防

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能力。”市应急管
理局驻白沙镇舒畈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吴拥军说。

据悉，2021年10月9日，湖北省应急
管理厅发布《全省综合减灾示范村公示公
告》，在市应急管理局驻村工作队全力支
持下，舒畈村积极开展综合减灾示范村创
建工作，并成功入选“湖北省综合减灾示
范村”。

吴拥军介绍，为防范农村泥石流、滑

坡、山洪等自然灾害，舒畈村还统筹考虑自
然地势、村民居住分布等因素，按照“便于
快速集结疏散、能够科学有效避险”的原
则，在村民活动中心，湾组门前广场、晒场等
安全开阔地，共设置了17个应急避难场所。

向新屋湾地处父子山脚下，每年雨水
季节来临，山洪将农田灌溉渠道冲毁，粮
食和农作物颗粒无收。驻村工作队向单
位申请10万元专项资金对湾组基本农田
灌溉渠道进行维修，彻底解决了防汛和抗

旱两大问题。
据了解，目前，舒畈村制订了一系列

有关防灾减灾、安全生产、森林防火、防汛
抗洪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切实提
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今年清明节，因村民祭祀发生一场山
火，驻村工作队配合舒畈村“两委”迅速调
集组织二十余人的防扑火队上山救援灭
火，防扑火队不到一个小时就将山火扑
灭，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本报讯（记者 刘佳） 23日下午，在阳
新县浮屠镇栗林村的湖面上，30多名运动
员身着统一服装，分乘两艘龙舟在湖面上
竞相争流。据悉，5月28日至29日，他们
将代表黄石参加第十六届省运会群众体育
类龙舟比赛。

当天艳阳高照，一览无遗的湖面上碧
波荡漾。随着节奏的鼓声敲响，两艘龙舟
犹如离弦之箭一般在水中急速前进，队员
们动作整齐，奋勇争先，岸上的村民则为他
们加油鼓劲。

据市龙舟协会会长胡国旗介绍，此次

共有32名队员（包含领队）参加本届省运
会12人男子组500米、男子组1000米，以
及12人男女混合组1000米、10人男女混
合组500米的比赛。“参赛队员年龄最大的
36岁，最小的27岁，村里不少年轻人在外
地工作生活，听说可以参加省运会，纷纷想
方设法回家集训，希望为本村和黄石争光
赢得荣誉。”胡国旗说，从今年4月开始，队
员们克服困难积极备战，坚持一天三练，平
均每天下水时间达六小时，非常辛苦，但都
毫无怨言。

栗林村毗邻湖边，大多数村民水性

很好。据栗林村村支书赵恢敏介绍，栗
林赛龙舟习俗已历经200多年的传承和
发展，每年端午期间，村里都会组织开展
小型赛事，形成鲜明的节日民俗文化特
色。2020年，栗林赛龙舟被列入省级非
遗名录。

27岁的队员赵小康上岸休息时，脸庞
晒得黝黑，汗水已经将头发浸透湿。赵小
康在武汉某跆拳道馆当教练，这次专程请
假回家参赛。赵小康的父亲是村里老一辈
龙舟划手，他从十几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划
龙舟，成为村里龙舟队的一员，还代表黄石

参加过上一届的省运会。赵小康说，很荣
幸再次代表黄石征战省运会，希望通过不
懈努力能再续辉煌。

当天，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戴圣
平、副主任鲁泳也来到现场为参赛选手送
去防暑降温慰问物资，并鼓励他们加紧训
练，以劈波斩浪勇争先和团结奋斗共拼搏
的精气神，争取赛出好成绩。

据悉，根据省十六运会的比赛赛程，
近期，黄石还将派出群众体育类三人篮
球和五人制篮球、钓鱼等代表队出征宜
昌参赛。

本报讯（记者 丁欢 通讯
员 王军） 21日，在紧邻大冶
湖泵站的110千伏四顾闸变电
站，电力工人正在安装电容器
和隔离开关，对变电站进行电
压升级改造，满足大冶湖泵站
整体升级改造的电力需求。

大冶湖泵站是黄石地区18
座大中型防汛泵站之一，18座
大中型防汛泵站分布在黄石城
区、大冶、阳新等地区，是黄石
地区磁湖、大冶湖、网湖等众多
湖泊防汛排涝的主力泵站。为
做好今年汛期电力保供，国网
黄石供电公司针对辖区18座
大中型泵站制定了“一站一策”

防汛保电方案，保障防汛泵站
等重要保电地点持续可靠供电。

据了解，汛期来临之前，国
网黄石供电公司提前部署防汛
保电工作。18座大中型防汛泵
站涉及保供电线路25条、供电
变电站16座，防汛保电期间，该
公司对所涉及的泵站直接供电
线路不安排计划检修工作；结合
防汛期间电网负荷、天气变化等
情况，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
加强值班、抢修等人员管理，完
善事故处理预案；对保电线路、
开关等重要设备加派人手巡视
巡查，及时消除设备隐患，确
保黄石电网汛期安全稳定运行。

18座大中型泵站防汛保电我市龙舟代表队全力备战省运会

协商议事解决居民“忧心事”

舒畈村综合减灾工作见成效

22 日，在大冶
市观山东路，工作
人 员 正 在 为 人 行
道 上 的 光 缆 交 接
箱外壳上涂鸦。大
冶将对全市区所有
光 交 箱“ 穿 衣 戴
帽”，为城市街头增
添色彩。
通讯员 宫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