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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三地试点农村物流
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荆门晚报讯（记者戴永君 通讯员周
潇） 荆门晚报记者从 2 日召开的 2017

年全市交通物流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
上获悉，我市京山县、钟祥市、东宝区
等三地正在进行省级农村物流试点，
物流商家将触角伸到农村， 仅京山和
钟祥， 将建设村级农村物流综合服务
点 627 个， 着力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
公里问题。
目前很多地区， 物流网络只能覆
盖到县一级， 落后农村物流成为农村
电商发展的一大障碍。 按照要求，我市
农村物流实行“一县一试点、一县一模
式”。 目前，三个县市区正在加快推进
农村物流网络建设。
京山县建设“县—镇—村”农村物
流三级网络， 计划建设 1 个农村物流
配送基地（金瑞物流园），5 个农村物流
二级分拨中心（钱场、宋河、雁门口、三
阳、 孙桥镇级物流园），14 个农村物流
综合服务站，386 个农村物流综合服务
点，形成完整三级农村物流网络体系。
截至 6 月底， 京山县已经建成了农村
物流配送基地、2 个二级分拨中心、14
个农村物流服务站、92 个物流服务点，
农村物流网络覆盖整个京山。 京山县
还依托农村物流三级网络， 开通农村

货运循环班车， 开展县—镇—村双向
货物运输配送。 外地发送京山的货物，
京山发外地的货物， 城区和各镇村之
间互相发送的货物， 均通过货运循环
班车进行发送。
钟祥市由湖北荆沙物流有限公司
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下属的菜鸟网络
农村物流合作， 利用菜鸟网络物流信
息平台和综合服务站， 打造农村物流
主渠道，推进“市—镇—村”三级网络
体系建设。 市内建设 300 多平方米的
分拣大厅， 直接将从各地发到钟祥的
邮件分发到全市 200 多个村， 开辟城
东、城西、城南、城北四个片区货运专
线， 对接各片区镇级服务站和村级服
务点，实现市、镇、村三级物流网点体
系无缝对接。 今年计划 13 个乡镇农村
物流综合服务站和 241 个村 级 服 务
点。
我市通过农村物流试点， 将物流
网络往前推进到了村一级， 解决了农
村物流的最大痛点。 农村物流服务网
络， 特别是村级服务点， 兼顾农村电
商、快递发货送货取货等功能，可以帮
助村民购买商品， 也帮助农村的农产
品向外销售， 有力撬动农村庞大的消
费和物流需求。

昨日，掇刀区市政园林管理处组织人力物力，对城区五一北路破损的输油管道盖
板进行维修，确保周边居民和过往车辆安全出行。
荆门晚报通讯员 王丹丹 摄

荆门无管处完成无线电频谱数据采集工作

1-7 月，15 亿元投向公路建设
国省干线公路路况改善明显
荆 门 晚 报 讯 （ 通 讯 员 张 佺 ）1—7
月， 全市公路建养项目完成投资超 15
亿元，公路建养项目快速推进，荆门国
省干线公路路况水平提升明显。 昨日，
市公路管理局召开半年形势分析会，
总结 1—7 月全市公路工作取得的成
绩，分析发展形势，研究安排下半年公
路重点工作。
今年以来， 全市公路系统干部职
工发扬“抢拼严实”的精神，奋发有力，
打破常规抓发展， 牵住行业管理牛鼻
子，狠抓公路建养项目建设，着力提升

荆门市公路路况水平。1—7 月，完成一
级公路路基 38.69 公里、路面 38 公里，
分别占目标任务的 44.4%和 57.5%；完
成二级公路路基 23 公里、 路面 64.75
公 里 ， 分 别 占 目 标 任 务 的 40.3% 和
102.8%； 完成县乡道改造 32 公里，占
年度目标任务的 56.2%；通过实施大中
修工程、路面病害处治，消灭差等公路
52 公里， 占目标任务的 59%； 完成 4
个公路应急中心建设， 占目标任务的
100%；完成 5 个标准化公路管理站的
建设，占目标任务的 62.5%。

楚香别院升学宴火热预订中
到哪里办升学宴既有面子又不花
冤枉钱？ 楚香别院土菜馆在停车、环
境、菜品、价格各个方面都能满足您！
宴会 588 元起订！ 原价 638 元，
折后价 588 元；原价 868 元，折后价
688 元；原价 1098 元，折后价 888 元。
该菜馆可提供 200 余个车位，
可承接 50 桌以内的宴席，宴会厅高
清大屏 LED 影像设备免费供顾客
使用；满 5 桌每桌赠送饮料两瓶；凡
选购神农架酒林级产品，买一送一；
满 5 件神农架酒林级者， 送神农架
生态探秘旅游。
另外， 该店还推出零门槛入会
员活动和 VIP 充值卡优惠活动。 入
会程序如下： 用手机关注楚香别院
微信公众号， 帮忙分享一条消息到

朋友圈； 在吧台登记您的姓名和手
机号；您的会员卡就是您的手机号，
您的家人和朋友到本店消费， 报出
您的手机号也同样可享受会员价；
会员积分可在吧台兑换神秘礼品一
份，年底统一兑换。（友情提示：入会
当天电脑还无法生成会员号， 当天
消费只可适当优惠， 下次即可享受
会员价，且终生有效）
会员专享充值福利， 充值 1000
元，变成 1050 元；充值 2000 元，变成
2150 元； 充值 3000 元， 变成 3200
元；充值 4000 元，变成 4300 元；充
值 5000 元 ， 变 成 5500 元 ； 充 值
10000 元，变成 11000 元。 凡充值成
功的客户， 同步升级为本店会员，均
可享受会员价，且终生有效。 （李程）

荆 门 晚 报 讯 （通 讯 员 张 志 欣 黄 松 波
记者汪兵洋） 8 月 1 日，荆门无管处接受省

无委办针对 2017 年频谱使用评估专项活
动进行的中期检查， 采集数据顺利通过了
现场校验， 标志着该处年度频谱使用评估
数据采集工作全面完成。
按照省无委办下发的无线电频谱使用
评估工作方案规定的条件、方法和要求，该

处成立了专项活动工作专班， 科学制订工
作计划，7 月中旬完成了对荆门城区、 东宝
区、 掇刀区和漳河新区的频谱使用评估专
项活动数据的采集；7 月下旬完成了对钟祥
市、京山县和沙洋县的数据采集。 此次数据
采集路测里程 487 公里， 采集时间 152.77
小时，采集数据量 93.1G，许多都是日夜连
续采集完成。

万华城：
藏风纳水中争一墅风华与健康
古时《鲁班》中记载：自然山水，镇宅地
板，抵抗一切灾难，家宅吉祥如意，家庭兴旺发
达安康。
自古以来，无论皇家贵族，或是诸侯仕
家选择宅邸，皆要藏风纳水之处，才能以天
地之灵气养身心、护家和，更能明途锦绣，
显赫一方。 因此，凡有一块风水宝地，皆可
谓人杰地灵、福泽长寿。
荆门风水宝地，坐北而环山抱水

荆门壹号院坐落城市中轴象山大道之
北， 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临凤凰山而
建，傍竹皮河自然水源而盖，对望 330 生态
公园山脉，可谓踞山之风骨，藏风聚气，当
属风水宝地。
雄踞荆门上风口的荆门壹号院， 注定
永远是城区空气最好的地方， 又有青山绿
水三公园环绕， 家人的健康与身心自然有
保障。 而全南向的户型格局，皆能让家人在
晨雾中，被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享受一天
的美好与舒心。

大院大智豁达心境，宇宙般浩瀚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如今国内外精英人
士也如此渴望，他们皆因物质层面的满足，而
追求更高品质的精神需求。 而居住在荆门壹
号院，这一切就如同空气般，随时可得。
于南向大院落中，泡一杯香茗，读一本
诗集，听一首小曲儿让闲适的时光，随门前
流水缓缓而去。 偶尔也能闭目冥思，换个角
度审视世界与万物应和， 当智慧穿梭于大
自然中，心境自然豁达，得来的自是不一样
的人生运势。
居城市院墅，奢享当世无价之宝

现代都市的快节奏下， 每个人都想独
立于城市之内，居山水之间，即便与城市一
步之遥，也能畅享另一个世界。 而这里无需
奢华， 亦不用价格标榜， 光是拥有自然风
景，已是无价。
目前，「360-560㎡」荆门壹号院正全城
抢筹中，存 5 万抵 10 万，日进千金，不容错
过。
(彭旭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