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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上亿资金助困难群众过暖冬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陈荆立 记者杨
涛 ）受灾群众生活有无着落？困难群众生
活有无保障……晚报记者昨日从市民政
局了解到，该局通过多种途径，已拨付和
发放各类资金上亿元， 着力解决其过冬
问题。
今年 1 月以来， 我市遭遇两轮雨雪
低温冰冻天气。对此，市民政部门积极应

对，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目
前，我市冬春救助工作基本完成，共发放
冬春救助资金 2585 万元，发放棉被、毛
毯、 棉衣等各类救灾物资上万件， 惠及
3.5 万多人。
同时， 市民政局切实做好今冬明春
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已拨付资金 12295.2
万元，惠及城市低保 29765 人、农村低保

40446 人、五保老人 7294 人、受灾困难
群众 19.2 万人。此外，列支临时救助资金
339 万元，春节前走访慰问城乡低保户、
精准扶贫对象、 临时困难对象 6027 户，
目前已走访 5400 余户，重点解决因突发
性、临时性、紧迫性问题导致家庭陷入困
境的群众临时生活困难， 让他们感受到
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市行政审批局“三送”活动暖人心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周兵 ）6 日上午，市行
政审批局党组书记、 局长江火志带领局党组
成员及包联干部， 走进包联村沙洋县五里铺
镇左冢村开展“三送”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健
康、送春联、送温暖，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祝福。
活动现场， 医疗队伍免费为当地 100 多
名群众诊疗、发放药品；帮扶干部深入困难群
众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生活、生
产等情况，与他们共商年度脱贫致富计划，为
他们送上春联和慰问金。 在走访活动中，江火
志还详细了解了左冢村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情
况， 与村干部和工作队商议了新年度工作计
划，他要求一定要牢记党和政府的嘱托，围绕
脱贫增收，全力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村民
致富奔小康。 走访活动中共为困难群众、困难
党员发放 10 床棉被、102 副春联及慰问金
29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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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市国土资源
局直属分局组织共青
团员到结对帮扶的沙
洋县官垱镇熊坪村慰
问留守儿童， 为他们
送去衣服、书包、文具
等 生 活 和 学 习 用
品。
荆门晚报通讯
员 刘义雄 摄

市第七次妇代会
下月召开
荆门晚报讯 （ 记者胡于梅 通讯员陈
华 ） 经市委批准，我市第七次妇女代表大
会将于今年 3 月召开，会议时间为 3 天。
市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全国
和全省妇联执委会议精神以及市第八次党
代会精神和刚刚闭幕的市两会精神； 总结
我市妇联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工作， 部署我
市今后五年的妇女工作任务； 选举产生荆
门市妇联第七届执行委员会； 动员全市广
大妇女发扬“四自”（自尊、自信、自立、自
强）精神，在新时代团结一致，开拓创新，为
加快我市建成湖北区域性增长极贡献巾帼
力量。

公
我市 5 项目入选财政部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

荆门晚报讯 （记者李力 通讯
员徐俊敏 李阳 ）6 日，财政部公布
了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名单，我
市 5 个项目入选。
我市入选第四批 PPP 示范项
目的有荆门市爱飞客航空科技馆、
钟祥市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钟祥
市城市智能化停车设施及社会停
车场、钟祥市 347 国道荆门东桥至
子陵段改扩建工程及钟祥市嘉靖

大道、承天大道、校场路工程等 5
个项目，总投资 34.4 亿元。
自 2015 年以来，财政部共遴
选了四批 PPP 示范项目， 我市共
有 9 个项目成功入选，其中：竹皮
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城区段）
项目入选第二批；荆门剧院、荆门
市有机废弃物处理处置、沙洋县乡
镇污水处理厂等 3 个项目入选第
三批。

领走 748 万元大奖后
拿出奖金做了这件事
宁波余姚 17 位福彩彩民通过合买的
方式，中得了福彩“双色球”一等奖，收获奖
金 748 万元。 1 月 26 日，“合买团”的 5 位
领奖代表顶着骤降的气温和纷飞的雪花，
到宁波市福彩中心兑奖， 兑领了 7487834
元奖金。

这次中奖 ，可以为孙子的学区房出力了
林先生是合买团成员之一， 他根据购
彩总金额认购了 50 股，成了此次合买团中
的第一大股东，因此他分到的奖金也最多，
税后还有 133.7 万元。
十年前，林先生与工友们一起，在工业
区里的一家福彩投注站买了人生中的第一
张彩票，渐渐地，购买几注福利彩票成了他
业余生活的一部分。 林先生说，这次中奖并
不会对他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 孙子已
经在读幼儿园中班了， 在宁波打拼多年的
儿子最近已经有了买学区房的计划， 这下
他可以出份力了。

信任来源于诚信经营
当得知中了大奖，合买团的 17 位成员
都兴奋不已，在面临怎么领奖这个问题时，

大家纷纷表示希望由投注站销售员姜女士
帮忙代领。
“年底了大家都忙，我理解，但中大奖
让我代领，这担子有点重了。 ”姜女士说，经
过商量， 最终 5 位合买团成员成为了本次
领奖的代表。
“老板娘做人做事我们放心，不放心
也不会就这么点人来了。 ”完成领奖后，
领奖代表们纷纷表示， 这两年接触下来
大家都知道姜女士是个诚实守信的人，
毕竟信任是搞合买的先决条件。
“最少一人认筹了 5 股，最多一个人认
筹了 50 股。 ”姜女士说，当务之急就是派发
奖金， 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把奖金发到每一
个合买人的手里。

领完奖 ，不忘做公益
领完奖后， 合买团成员又商量了一
次，他们决定拿出一部分奖金做点事。 1 月
31 日下午， 投注站销售员姜女士受这 17
位大奖得主的委托， 冒雪将一批玩具、糕
点、饮料、牛奶和一个红包送到余姚市儿
童福利院，来完成他们回报社会的这一善
举。
（

中彩 ）

告

请前期已预订购和还迁惠水花园小
区房的客户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前到项
目售楼部办理正式的签约事宜。 逾期未办
理者视为自动放弃签约购买的权限。
本公告信息将以登报、 现场公示、电
话通知等形式向客户告知。 请相关客户及
时到本公司办理正式的签约事宜。
联系人：田总
联系电话：13872339038
特此公告

京山惠园置业有限公司项目部
2018 年 2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