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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经营时间和区域 禁止使用煤、碳烧烤

城管规范城南新区夜市经营
荆门晚报讯 （记者杨涛 通讯员郑肖
锋 ）26 日，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城市管理
执法大队召开餐饮、 烧烤经营户大会，城
南新区关帝路和忠勇路上的 60 家经营户
参加。
该区城管执法大队根据城南新区夜
市现状及前期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制订

城南新区夜市管理公约，要求所有烧烤和
餐饮经营户须在城管执法大队登记备案，
做到证照齐全、规范经营。 夜市烧烤和餐
饮经营时间为 18：00 至次日凌晨 3：00，
经营区域为城南新区关帝路和忠勇路，超
出时间和区域的，一律进店经营，不得在
店外加工制作、摆放桌椅。 商户要配齐卫

生设施和垃圾收集容器，不得占用步板砖
及城市道路摆摊设点，每日收市前清洗保
洁，做到人撤场清地净。 烧烤经营户必须
使用清洁能源或环保型烧烤炉具，禁止使
用煤、碳进行烧烤，严控噪声、油烟等环境
污染。
会上，经营户们在城南新区夜市管理

公约上签字，并表示将积极配合城市管理
工作。

钟祥林业局扶贫工作获好评
荆门晚报讯 （记者李天学 通讯
员韦新 ）20 日， 钟祥市林业局驻该
市客店镇杨庙村工作队在全镇扶贫
工作群众满意度评议中， 获得 96.6
分，工作成效获驻村村民认可。
该局驻村工作队共投入资金
22 万元， 先后修建漫水桥 4 座，整

修加固一处水毁公路， 方便群众安
全出行；建成一座供水塔，配套供水
管网 5 公里， 彻底解决了全村村民
安全饮水难题；大力实施产业扶贫，
依托葛娃公司打造葛根试种基地，
试种葛根 11 亩，发展 8 户（其中贫
困户 5 户），现阶段长势良好；协助

推进厕所革命， 全村完成比例近
50%， 其中 47 户贫困户完成了 35
户。
该局还跟踪抓好教育、医疗、金
融、 危房改造等各项扶贫政策的落
实， 确保困难群众能及时享受帮扶
资金，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缓刑期内被查出购买假币 男子被判有期徒刑
荆门晚报讯（记者李凯 通讯员李
秋婷 胡佳）京山男子贺某在缓刑期间
购买假币被警方查获。近日，京山法院
以购买假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且与
前罪判处的拘役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2 万元。
2015 年 5 月，京山男子贺某在
一个制售假人民币的 QQ 群聊天
时，产生了购买假人民币的想法。 贺
某联系了群成员中的徐某，以 1000
元的价格从徐某处购买了 500 张
10 元面值的假币。 同年 6 月 8 日，
徐某按照贺某提供的地址通过圆通

快递以货到付款的方式将假币寄给
贺某。 两天后，贺某验货签收并支付
了货款， 随后将假币带到京山县钱
场镇桥河村的家中。
贺某用刀片裁剪了 21 张，发现
购买的假币颜色较淡， 部分没有暗
花、金线等防伪标记，便联系徐某要
求退货，但无果。 之后，贺某将已裁
剪的 21 张假币放到在八里途开发
区友谊路居民点租住的李某家中，
余下的假币被烧毁。
2017 年 10 月 11 日，京山县公
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在李某的租住地

搜出 21 张假币，贺某经京山县公安
局经侦大队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
案。 经查， 贺某因犯故意伤害罪于
2017 年 9 月被京山法院判处拘役
6 个月，缓刑 8 个月。
近日， 京山法院对该案进行审
理并做出判决， 依法撤销原刑事判
决中对贺某宣告缓刑 8 个月的执行
部分；判决贺某犯购买假币罪，判处
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2 万元，
与前罪判处的拘役 6 个月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2 万元。

钟祥举办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班
荆门晚报讯 （记者李天学 通讯
员钟国庆 李祖华 ） 日前， 钟祥市
2018 年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培训
班在该市职业高中举办，96 名学员
参加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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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培训班涉及车工、 钳工、焊
工、电工、汽车维修工、美容师、育婴
师等 30 多个工种。 培训内容包括职
业能力建设法律法规、职业技能鉴定
概述、鉴定考务管理和国家职业标准

等。 经培训考核合格者，将颁发由湖
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
能鉴定中心统一印制的国家职业技
能鉴定考评员证卡，作为从事考评工
作的必要凭证。

体育彩票巨奖的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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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开奖结果请以国家
体彩中心当日开奖结果为
准！

超级大乐透
圆 您超级富翁梦

大乐透奖池已达
65.57 亿元！

郢中经普“
两员”培训班开班
荆门晚报讯 记者李天学 通讯员刘强

（
）为进一步增强
第四次经济普查“两员”（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的业务能
力。19 日，钟祥市郢中街道办事处举办
“
两员”培训班，所辖
26 个社区、村共计 215 人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 钟祥市统计局经普办的 2 名专业技术
骨干分别对单位清查业务、 普查单位划分规定、PAD 操
作流程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业务辅导培训。 两名专业技术
骨干理论联系实际， 结合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清查情况
表，个体户清查一览表的填写方法、上报要求，逐一进行
了解释说明；重点讲解了 PAD 的登录、初始化、上报方
式、采集建筑物信息、审核数据、底册核查、保存数据、导
出数据、上报数据等操作流程，现场采用实例操作，让大
家通俗易懂， 很快掌握了 PAD 的实际操作与使用方法。
培训期间， 两名技术骨干还现场解答参训人员提出的问
题，确保每位参训人员学懂、弄通。

湖北彩民大奖的福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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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些钟祥市民向晚报记者反映，每到下午学
校放学时段， 一些无牌三轮车随意停放在学校附近的
机动车道上揽客，影响过往车辆正常通行。图为 26 日，
两辆无牌三轮车停放在钟祥六中门口附近机动车道和
斑马线上。
荆门晚报记者 李天学 摄

三年三大步 提前 3 个月突破 100 亿元大关

湖北体彩跻身“
百亿俱乐部”
昨晚，随着当天足彩的销售结束，这一
天注定会成为湖北体育彩票发展进程中的
历史时刻。 就在这一时间点，湖北体彩提前
3 个月完成 2018 年 100 亿元的目标任务，
成为全国体彩第七个跨入“百亿俱乐部”的
省份。
作为国家特许发行和销售的国家公益
彩票，中国体育彩票 1994 年正式面市。截至
目前， 湖北体彩累计实现销量 575 亿元，筹
集体彩公益金 155 亿余元， 上缴税收近 15
亿元，为我省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全民健
身、体育赛事、体育产业等公益及体育事业
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进入“十三五”， 湖北体彩坚持目标导
向、市场导向和问题导向，大刀阔斧抓改革，
全力以赴拓市场，盘活存量、激活增量，连续
三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6 年， 销量达
67.08 亿元，同比增长 83%，增幅高居全国第
一；2017 年， 销量达 93 亿元， 同比增长
39%，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28 个百分点；今年
湖北体彩抓住世界杯这一市场机遇，创造单
日最高销量 1.2 亿元、 一月销量 21 亿元的
历史纪录，为一举突破百亿元大关奠定了坚
实基础。
在跨入“百亿俱乐部”的同时，湖北体彩
在全国的排名也由 2015 年的第 23 位，一路

跃升到目前的第 7 位。 据预测，湖北体彩今
年的销量有望接近 130 亿元，预计筹集公益
金约 30 亿元， 继续为国家公益事业和体育
强省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体彩天地 超级大乐透，中国彩票大奖领导者！ 乐透不止，畅活由你！

（

郭习松 郭晓明 ）

荆门体彩分中心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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