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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晖御苑小区 南门难开
相关负责人：目前正在协调，争取尽早开门
荆门晚报讯 ( 记者胡燕） 小区的南
边，有门有路，可门就是不开，一门之隔
的菜市场就在眼前，每天唯有从大门绕
道，步行近 30 分钟才能到达。 昨日，朝
晖御苑的业主刘先生为此向晚报记者
反映。
刘先生说， 朝晖御苑总共有三个
门，大门正对着虎牙关大道，西门跟南
门都对着城南新区的居民小区， 其中
南门离城南新区菜市场最近。 现在大
门跟西门都可以走， 唯独南门不能通

行。 如果南门通了，去买菜走几分钟就
到了， 不用像现在这样走近半个小时
的路程。
刘先生表示， 去年 10 月份交房的时
候，朝晖御苑售楼部工作人员曾向业主承
诺，交房 1 年后，开放小区的南门，而 1 年
时间过去了，南门仍然紧锁着。 有
“
捷径”
不能走，却要业主们绕远路，刘先生表示
不解。
对此，晚报记者联系了朝晖御苑售
楼部陈姓经理，陈经理表示，南门随时

市财政局开展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系统应急演练
荆 门 晚 报 讯 （通 讯 员 丁 旭 东 ）11 月
25 日， 为切实提高荆门市国库集中支付
电子化管理系统各参与单位业务人员应
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财政
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在非常规环境下的顺
利开展， 市财政局联合人行荆门市中心
支行开展了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系统应
急演练， 并圆满完成突发情况下国库集
中支付的各项业务。
演练当天，全市所有县市区财政国库
机构、人行和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负责
人及经办人员现场观摩演练。 演练模拟国

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系统瘫痪，短期内无法
修复，经市内各级人民银行与同级财政部
门协商，决定启用手工方式处理国库集中
支付的业务。 在无任何差错的前提下，圆
满完成直接支付业务 5 笔， 共计 1922.07
元，授权支付业务 5 笔，共计 82534 元。
整个演练过程，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此次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了我市国库集中
支付电子化系统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反
应能力、救援能力、协调能力和处置能力，
为今后突发情况下，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
系统的顺利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都可以开通， 毕竟属于小区规划的建
筑，但需要跟南门外的居民沟通。 由于
南门对着城南新区的居民小区，如果门
打开了， 对面的居民认为对他们停车、
出行都有影响。
陈经理说，一直在为此事协调，对面
的居民也不断跟他们交涉，开门之后要答
应他们一些条件，但这些条件又会损害业
主们的权益。 目前已经跟社区沟通过了，
争取尽早协调好，请业主们放心，南门一
定会开通。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
关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
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 的 战 略 目
标。

网络作文大赛海选今日启动

8277 篇作品等你点赞
今日起，“优胜教育杯”·荆门市第四
届中小学生网络作文大赛正式进入海选
阶段。 据统计， 本次作文大赛共有 8277
篇作品进入网络海选， 其中， 小学 A 组
1804 篇， 小学 B 组 3735 篇， 初中组
2028 篇，高中组 710 篇。
本次作文评选施行
“
网络评分 + 评委
打分”的评选办法。作文总分为 100 分，其
中网络评分 40 分，评委打分 60 分。

今日 8 时到 12 月 15 日 18 时，微信
用户可在荆门新闻网微信公众号 （微信
号：jmnewscn）菜单中进入“作文大赛”
海选页面，每天可为多个作品点赞，同一
作品每天只能点赞一次。
“
网络评分”的最终分数将依据
“
点赞”
数来确定， 详细评分规则请登陆荆门新闻
网作文大赛专题页面查询， 也可致电大赛
组委会 0724-2387312 咨询。 （许洋洋）

沙洋县财政局召开作风建设暨能力提升工作现场会

沙洋烟草城区所（部）加强专卖市场监管

荆门晚报讯（通讯员刘辉 聂圣华）11
月 29 日下午， 沙洋县财政局召开财政系
统作风建设暨能力提升工作现场会，局党
组书记、局长吴学雄同志宣讲了十九大精
神，要求各财政分局自觉把十九大精神贯
彻落实到各项财政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作
风建设，提升财政服务能力，增强人民群

荆门晚报讯（通讯员熊云超）为确保辖
区卷烟市场规范有序，沙洋烟草城区所（部）
多措并举加大卷烟市场监督管理力度。
一是精心部署，责任落实。 制订详细
监管方案，强化工作督导，责任落实到岗到
人，确保卷烟市场监管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二是实时监测，重点监控。 加强明察
暗访和卷烟经营全程监管， 实时监测卷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期间， 参会人员还观摩了拾回
桥财政分局的党风廉政建设、作风建设、
财政专管员建设等情况，沙洋、沈集、十
里铺等财政分局就规范村级“小微权
力”、推进微信办公模式等工作进行了交
流发言。

市物价局 市工商局 市商务局
“
三比惠民”情况综合发布
2017-11

备注：“
三比惠民”情况每月发布一次。 在省市物价局门户网站、荆门电视台《荆门新闻》、荆门日报、荆门晚报同步发布。

烟市场信息，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户等
进行检查和监管，实行打防结合，发现异
常情况，及时组织查处。
三是多措并举，创新方法。 结合实际
创新工作方法，推进柔性执法，打击与转
化并重，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宣传与服务
并重，处理与疏导相结合，促进烟草专卖
执法成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金城狂欢圣诞季温暖开启
寒冷的感觉是冬季的常态，温暖的守护
才是最佳的礼物。 金城圣诞模式 12 月 1
日—3 日开启，第一波福利来袭，送您一份
暖冬大礼包，助您抵御风寒温暖过冬。
超值预存，不封顶。 名品服饰预存 100
元变 200 元， 部分品牌预存 200 元变 300
元，多存多兑，无上限。
现金大钞，放心购。 金城穿着类折后存
1000 元变 1100 元，折后跨柜拼单用，如此
大的优惠力度，还不快来挑选，先买先享受。
超市返券，大惠民。 金城大厦新生活超市
满 100 元返 30 元超市券，各种日用品、圣诞
糖果零食迎来储备好时机，任您一次买个够。
羽绒皮草，巨实惠。 说到圣诞节，让人
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浪漫的雪花， 而穿一
件温暖又时尚的羽绒服一定是圣诞不可缺
少的单品。 金城大厦五楼羽绒·皮草节 12
月 2 日璀璨开幕，波司登、雅鹿、雪豹、千仞
岗、艾莱依、肯帕、中羽、雪中飞、爱博尔、鸭
鸭、冰洁、华伦天奴等名品荟萃，买就送，送
到您提不动。 皮衣、貂皮、双面羊绒、羊剪绒
全部厂价直销，另有皮手套、皮地拖、高档
冬被等好礼相送，爱时髦爱美丽的您，冬日
保暖怎能少了它？
黄金助力，有惊喜。 周大福为圣诞加码，
黄金每克减 30 元， 非黄金一口价货品满
1500 元返 200 元购买第二件， 另满 1500
元减 100 元，全场满 10000 元再减 200 元。
金城为您温暖开启狂欢圣诞季， 您准备好了
吗？让我们相约金城，共同激活冬日能量！（朱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