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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黄石市宏佳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申请，经现场核实发现该项目
门卫室设置、地上停车位及住宅楼
外立面局部色彩与规划审批不
符。经 2023 年 2月 9日黄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下陆区分局研究，
拟对黄石·宏泰广场一期按现状进
行规划条件核实。为广泛听取，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和《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
定》（建规[2013] 166 号)的相关
定，现对该项目规划核实处理意见
进行公示。在公示期间，有关单位
或个人对该项目规划核实处理结
果有何意见和建议的，可通过以下
方式反映。

公示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
2023年3月9日

公示反映方式
1. 网 上 公 示 http://zrzy.

huangshi.gov.cn/
电 子 邮 箱:hszrzyhghi@163.

com（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上邮箱）

2. 联系电话：0714- 5383068
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陆区分
局 凌女士

0714-6200991黄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裴先生

有效反馈意见需向公示联系方
书面留下意见、真实姓名、联系方式
和地址。本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
依法享有听证权。如需要听证，应
在本案公示期内向审批机关提出。

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2月28日

黄石·宏泰广场一期
规划条件核实验收批前公示

“我护理丈夫的时候没有多想，他
在一天，我们这个家就多完整一天，对
我来说这就足够了。”2月23日傍晚，
在灵乡镇西畈李村开展的“强国复兴
有我·百姓故事汇”活动上，一位普通
农妇在会议室里讲到动情之处，哽咽
着说：“他这个病不常见，医生说他只
有1%的希望，但我不能放弃。”

正在讲述故事的彭细申，是西畈李
村一名普普通通的女性，原本同丈夫一
起在江苏昆山做早点生意。经过几年的
打拼，他们将老家旧房改建为三层楼房，

还在城里购买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过
得其乐融融……但是，2017年10月，丈
夫突然晕倒，经昆山市人民医院确诊为
高血压引起的脑干大面积出血，让彭细
申傻了眼。医生明确告知彭细申，患这
种病只有1%的存活率，就算侥幸存活
了，也将终生瘫痪。而彭细申坚决不放
弃，这一坚持，就是五年多时间，彭细申
花去了所有积蓄、借遍了亲戚好友，连还
没来得及装修的商品房也低价急转出去
给丈夫治病。

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多的治

疗，丈夫的病情终于得到控制，但完全失
去了行动能力，家庭的重担落到了彭细
申一个人的身上。但她没有丝毫气馁，
不论是家庭里里外外的大小家务，还是
给丈夫喂饭、按摩，带他出门晒太阳、聊
天解闷，几年如一日地悉心照料丈夫。

2022年，彭细申被推选为“大冶楷
模（好人）”，谈及于此，她仿佛有些不好
意思，“我真的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的，
这些年来多亏了党委政府还有各位父
老乡亲的关照，不然我们真的很难撑过
去，相信以后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过越

好，这样才能回报大家。”
彭细申的讲述，让在场的听众无不

动容。“我知道他们家的事情，但没想到
她当时这么难，这么苦的日子她还能坚
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村民吴冬英的
眼中闪烁着泪光。

“彭细申虽然平凡，但也不平凡，一
位勤劳质朴的农村妇女用一千多个日
夜的坚持，向大家展示了‘蒲苇韧如丝’
的女性力量，这样可贵的闪光点值得我
们所有人学习。”西畈李村妇联主任文
文十分感慨地说。（殷珂 周沁 张友江）

灵乡“百姓故事汇”凝聚平凡女性力量

2月22日，在墈头小游园广场，大
冶市人社局、东岳路街办、大冶市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局联合举办“春风行
动”返乡劳动力暨东岳路街办零工驿
站专场招聘会，为求职者介绍心仪的
工作，为招聘单位发布岗位招聘信息、
寻找称职的员工。

虽然春寒料峭，但招聘会现场求
职者络绎不绝。据统计，此次招聘活
动有30余家企业参加，数千人次进场
咨询求职，现场签约60余人，企业收到

300余份求职简历。
“我原来是货车司机，近段时间没

找到事做，正好这次招聘会有个机会，
当场就和一家物业公司达成了意向。”
来自殷祖镇继堂村的卫成林高兴地
说。“给这家公司开垃圾清运车，明天
就可以去公司面试上班，而且工资待
遇也很满意。”

据介绍，东岳路街办墈头零工驿站
成立于2022年9月。站内设施齐全，
配备有求职登记直播间、业务洽谈室、

就业技能培训室、法律援助、免费健康
咨询体检室、休息厅、监控室、茶水间、
电子投屏、无线网络等，为求职者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咨询、培训服务环境。

成立半年多以来，在大冶市人社
部门、东岳路街办的大力支持下，墈头
零工驿站先后联合举办了3场招聘会，
共有近100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涉
及保安、家政、快递、司机、普工等30余
种类型800余个岗位，登记求职人数
1000余人，推荐成功就业500余人，发

放宣传单2000份，并进行家政、月嫂、
育婴师等5种技能免费培训200余人。

“既服务了企业发展，又助力了乡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墈头零工驿站负
责人曹祥欢告诉记者，下一步，该站将
和大冶市人社部门加强联系，联合举
办更多的招聘会。同时，通过深入企
业争取更多的普通岗位，加大技能培
训力度等方式，更好地为农村失业人
员提供就业服务，促进更多农村劳动
力就业。 （殷珂 李红）

东岳路零工驿站“春风”送暖

黄石市总工会原办公室副主
任、离休干部李良定同志，因病于
2023年2月28日11时50分逝世，
享年93岁。

李良定同志系湖北省汉川市

人，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
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石市总工会
2023年3月1日

李良定同志逝世

本报讯（记者 吴高斌 通讯
员 吴洁娜）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提高居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素
质，2月27日下午，黄石港区文化
宫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
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从国家奋
斗目标、社会价值取向、个人道德
准则三个层面，详细解读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含义；
讲述了爱心满园义工协会理事长
肖祖红帮扶困难群众1000余人的

事迹，讲述了“党史爷爷”王明林学
习党史、宣讲党史的暖心故事。

志愿者用身边生动鲜活的榜
样事迹，鼓励广大居民树立高尚的
道德标杆，用平常心做不平常事，
用小爱凝聚人间大爱，自觉主动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与活动的居民纷纷表示，要
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从现在做
起、从小事做起，自觉学习，主动践
行，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引领者、践行者和传播者，
为构建和谐文明社区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陈双 通讯员
柯静宜） 2月27日，铁山街道冶矿
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幸
福来敲门”志愿者，化身“美容师”
清理楼道卫生环境，使小区变得干
净、整洁、有序。

活动中，每栋楼楼道都活跃着
志愿者和热心居民的身影。大家
分工协作，互相配合，有的挥动扫
帚清扫楼道卫生；有的拿着喷水
壶、小铲刀清理小广告；有的带着
涂料、刷子、手套等工具，对污损的

墙面进行粉刷；有的对楼道存放的
旧家具、纸壳箱、私放鞋架等物品
进行清理；有的对楼梯扶手、灭火
器、路牌等公共设施进行擦拭；有
的耐心劝导居民规范停车、充电，
共同维护文明安全的交通环境。

当天，志愿者共清扫楼道178
个单元、清理垃圾广告86处、粉刷
污损墙面30余处、清理杂物垃圾
20板车、规范30辆非机动车有序
停车，为居民群众创造良好的楼道
卫生环境。

H 新时代文明实践

核心价值观 你我同践行

志愿者化身楼道“美容师”

本报讯（记者 罗炜）客运、货运
司机没带道路运输证；网约车司机没
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件；从事机动车
维修经营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
这些交通运输领域高频发生的轻微违
法违规行为，今后在一定条件下将依
法免予处罚。2月28日，记者从市交
通运输局获悉，《黄石市交通运输领域
轻微违法行为免罚免强制清单》现已
制定并公布。

清单列出了19项可免事项，并明
确了适用条件。清单涉及道路运输、
港口、水上交通等多个类别，多是群众
意见比较集中的热点。

以网约出租车为例，对未按照规
定携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违法行
为，目前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每次违法行为

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如
今，驾驶员存在这类情况可以免罚，但
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即：违法行为
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
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
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当场能提供
可供查验的证件信息，且经查验相关
证件合法有效的；违法行为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

“这是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打造宽松便利、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
营商环境的生动表现。”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制定这份清单，是健
全完善我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规范化
长效机制建设，坚持执法为民、服务发
展，统筹执法的“力度”与“温度”的具
体实践。这些事项的规定，在法治框
架内给予广大中小微企业和从业人员
更多容错纠错空间，有利于引导其合
法规范经营和健康有序发展。

本报讯（记者 丁欢 通讯员 杨劲
松） 2月28日，十余名“宝妈”相约走
进位于白马路的下陆区零工驿站，已
在此等候多时的驿站“零工经纪人”郭
雅琴立即迎了上去，双方开始录单员
的面试培训工作。

“招聘文字扫描员，会电脑,上班
时间10:00到 16:00 (周末双休)，千
字四元，周结工资……”就在前一天，

“宝妈”吴女士在家刷抖音，一则招聘
信息映入眼帘，看着时间合适，工作简

单，吴女士随即留言咨询，马上就收到
回复，交换联系方式后，她和其余十多
名“宝妈”相约参加面试。

“家里经济压力大，作为宝妈，感
觉重返职场机会不多，而且要照顾家
庭，工作时间很受限制。”吴女士表示，
零工驿站推荐的工作岗位模式灵活，
很适合自己，在与家人商量后，决定过
来试试。

“每次在网上开直播，就有许多
宝妈咨询求职岗位。”该驿站负责人

管利民说，目前录单员已经招满，他
们随后会对求职者进行培训。“虽然
工作比较辛苦，但时间相对自由，方
便宝妈们照顾家庭，希望她们能坚持
下来。”

管利民说，现在驿站也注意收
集一些“妈妈岗”“银发岗”，如弹性工
作制、双休、朝九晚六等多种岗位，
针对特定群体提供一对一精准指导
服务。

记者从市就业部门了解到，我市

零工驿站作为就业部门服务灵活就业
人员的重要载体，基层公共就业服务
的组成部分，不断探索多元化、个性
化、精准化的服务理念，线下“进社区
走商户”收集征求就业岗位，线上运
用“湖北零工驿站”小程序和抖音平
台，定期直播，发布零工岗位小视
频。通过零工驿站的桥梁，让每个求
职者都能和用人单位无障碍实时沟
通，帮助他们就业，打通灵活就业人
员的“求职路”。

“睦邻友好邻里情 丹桂飘香沁香
庭”。日前，记者走进黄石港区黄石港
社区恒兴睦邻苑小区，便被一侧的休
闲区所吸引。四棵桂花树沿路一字排
开，一根电线杆上画着一朵美人蕉，与
花坛、彩绘墙、标语融为一体。该社区
党委书记袁畅说：“睦邻苑的更新项
目，都是小区居民设计的。”

恒兴睦邻苑小区于 2008 年建
成。一直以来，该小区基础设施不完
善，人员流动性强，与夜市一墙之隔，
导致治安管理混乱、公共设施老化、邻
里间矛盾纠纷多等问题长期存在，居
民对改善居住环境的要求愈发强烈。

畅通民意渠道 解决“急难愁盼”

“如何才能改变现状，提升居民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呢？”社区大党委一致
认为，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工作与居民的需求息息相关，居民的
事情由居民自己议、自己办。

社区以居民议事会、小区楼栋会
为载体，巧借“地缘”“人缘”“机缘”，聚
焦文明创建、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
建设等居民关切的话题，发动志愿者
深入楼栋问需于民。小区下沉党员、

离休老党员、居民组长、党员代表、社
区民警、社区律师、社区网格员等代表
成立各楼栋议事机构，畅通居民讲诉
求与提建议通道。

“小区可以适当减少绿化面积，硬
化花坛，改造休闲区。”居民章丽惠反
映。“小区没有大门，外面人员和车辆
随意进出，安全性低，建议安装道闸，
进行人车分流。”物业工作人员彭炳煜
建议。

……
从2022年9月至今，社区通过开

展居民议事会、小区楼栋会，梳理居民
“微心愿”20多条，组织召开各类板凳
会、宣讲会15场次，把群众的“需求清
单”真正变成“履责清单”和“建设清
单”，从居民最关心的休息区改造和睦
邻小屋建设着手，一项项解决居民“急
难愁盼”。

四方筹资筹劳 共同改善环境

去年10月，根据居民意愿形成改
造项目清单，恒兴睦邻苑小区相继启
动9个改造项目，目前全部完工。增设
门禁卡、实行人行道车道分离、清理楼
道堆积物品、增加停车位和充电桩、改

造休闲区、新增红色驿站……
“在改造过程中，辖区单位、物业

与群众共同筹资，积极出力，参与共
建。”袁畅介绍，睦邻苑休闲区和睦邻
小屋的改造项目，由居民自发完成。

睦邻苑休闲区的建设方案讨论了
两个月，业主委员会、物业、社区、居民
四方共建，参考附近小区的休闲区和
网图，从墙面宣传语内容、彩绘图案、
花坛座椅形状、连接缝工艺到排水，修
改了5次方案才定版。

“ 我 捐 200，我 捐 300，我 捐
1000”……四方共筹集资金7000多元
用于项目建设。业委会和居民购买材
料，协助并监督工人施工，严把质量关。

去年 12 月底，睦邻苑休闲区完
工。居民陈怀远自发买来两个大盆栽
庆祝，他说：“这个休闲区让我们小区
的生活环境更加优美了。”

如今，睦邻苑小区新增宣传栏15
处、新增路灯10余盏、花坛美化200米，
配置健身器材、安装道闸、修建停车棚，
集中开展环境治理行动6次。小区面
貌焕然一新，居民开心地住进“新家”。

共建和睦大家庭 让“你我”成“我们”

黄石港社区发动恒兴睦邻苑小区
建立党员领岗义务管、公益岗位专门
管、群众三包共同管的共建共管模式，

发动群众对环境卫生、物业管理、水电
气路等身边问题精准找“茬”，共同提
升文明意识和环境治理理念。

该小区公共区域被划分为4个区
域，每个区域由一名党员和一名居民
负责监督管理。小区里住着一些陪读
的家长，寒暑假离开后，家中的植物无
人看护，于是小区设立两个爱心花
圃。居民可以将家中的绿植寄养在爱
心花圃，由“管理员”养护。

一楼花圃由党员赵旭和居民陈志
英负责，两人随时会检查花圃的环境
卫生和植物状态，定时为植物浇水施
肥。陈志英说：“照顾花圃既能帮助别
人，又能美化环境，何乐而不为呢？”

小区有一个水电维修志愿服务
队，3名成员义务解决居民的“疑难杂
症”。上个月，小区的道闸损坏了，队
长熊才平和另外两名队员不到三小时
就修好了，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

小区居民还集体制定居民公约、
楼栋公约、楼道公约，通过广泛宣传和
签订公约来防范乱扔垃圾、高空抛物
等问题，居民则主动当起公约监督员。

该小区微信群群主发现，群里越
来越热闹，大家发言越来越积极，讨论
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小到房前屋后
垃圾分类处理，大到小区发展规划。
居民从之前的“陌邻”变成如今的“睦
邻”，纷纷参与到小区治理中来。

H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睦邻苑：“陌邻”变“睦邻”的幸福感
□ 本报记者 潘谦

H 热点难点权威解读

本报讯（记者 汪涛 通讯员 邹雅
岚 路聪）春风送暖，草木萌发。2月
28日，下陆区袁家畈社区碧桂园区间
路呈现一派繁忙的劳动景象，社区干
部、居民、志愿者等30余人在这里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为社区
再添新绿。

自2月26日以来，每天上午8时
开始，在碧桂园植树现场都能看到一
个个手持铁锹、铁铲的忙碌身影。在
社区书记的带领下，大家积极参加义

务植树活动，个个干劲十足。他们三
五人一组，分工协作，从挥锹铲土、扶
苗填坑，到踩土定植，每道工序都做得
认真细致，齐心协力将一批批树苗根
植于家园中。

连续几日的植树，原本光秃秃的
碧桂园区间路增添一抹抹春色，路过
的居民驻足观赏。

此次植树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居
民的生态环保意识，营造了植绿、护
绿、爱绿的新风尚。

义务植树为家园添新绿

“零工驿站”上抖音“宝妈”求职有了新选择

2月27日，铁山三
小学生正在参加第二
课 堂 的 书 法 社 团 活
动。随着新学期的开
始，该校第二课堂重
新开课，旨在培养学
生兴趣爱好，促进学
生快乐成长。

记 者 鄢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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