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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强化燃气燃烧器具企业安装资质管理
提升服务质量，防范安全风险
荆门晚报讯 （记者张文 通讯员刘巍 ）
近日，市住建局下发通知，决定在 6 月份
开展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燃气燃烧器具
安装维修企业必须持从业资质方能从事
安装、维修业务。 管理部门将如何加强燃
气燃烧器具企业的资质管理？晚报记者昨
日到我市燃气管理部门——
—市市政公用
事业管理处进行了采访。
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 燃气燃烧器具产品质量的好坏，安
装维修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
的高低，直接影响用户的安全使用。 稍有
不慎， 很容易导致燃气泄漏爆炸事故，严

重危害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为进一步防范
燃气安全风险，我市今年将对燃气燃烧器
具的销售、安装、维修行为进行规范。具体
包括：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企业必须
持有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从业资质，从业
人员经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燃气燃烧
器具销售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城镇
燃气管理条例》和国家住建部《燃气燃烧
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 向消费者提供
燃气燃烧器具的生产许可证、质量合格证
和法定检测部门出具的质量检测合格报
告，并提供相应的安装、维修等售后服务；
开展燃气燃烧器具安全使用知识的宣贯，

燃气燃烧器具企业和各级燃气管理部门
通过报纸、网站、微信等媒体和入户安检、
上门服务、发放手册等形式普及燃气燃烧
器具安全使用知识。
对于安装维修企业及人员来说，如何
获得资质？ 根据通知规定，我市从事燃气
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的相关工作人员
应取得省住建厅统一颁发的《职业技能岗
位证书》后，依法依规办理燃气燃烧器具
安装维修资质方可开展燃气燃烧器具的
安装、维修业务。
6 月 26 日至 28 日，我市管理部门将
联合武汉市燃气热力学校开展燃气燃烧

器具安装维修从业人员培训工作，培训内
容包括燃气法律法规、 燃气基础知识、消
防安全、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作业规程和岗
位(实操)知识等。 在我市从事燃气燃烧器
具安装维修从业人员均可通过市市政公
用事业管理处网站（http://www.jmssrb.com/），下载相关文件进行报名。
下一步，燃气管理部门将会同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加大燃气燃烧器具市场监管
执法力度，重点查处无资质从事燃气燃烧
器具安装维修行为，同时建立行业不良行
为记录公示制度，通过网站、报纸等媒体
面向社会进行公示。

全市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培训班开班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张红秀 记
者张文 ）近日，2019 年全市规范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工作培训班在湖北信
息工程学校举行。
此次培训内容涵盖事业单位人
事制度改革与规范管理、岗位设置与
聘用、公开招聘、人事管理重难点问

题等内容。 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处长李一丹、
科长边洪泽进行专题讲授。
通过培训，大家普遍反映培训课
程安排非常有针对性，内容丰富、案例
生动， 让大家系统掌握了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政策，熟悉了人事管理业务。

湖北省第十六届成人游泳公开赛举行

我市斩获多个奖项
荆门晚报讯 （记者胡于梅 通讯
员李明 ）9 日至 10 日，湖北省第十六
届成人游泳公开赛在武汉市洪山区
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我市代表队取
得多项好成绩：个人奖方面，获得个
人金 8 枚、银 10 枚、铜牌 10 枚；团
体奖方面，获得男子团体第三、女子
团体第四、总团体第五、救生比赛团
体第二。

本届活动竞赛项目分为： 男、女
50 米和 100 米自由泳；男、女 50 米
仰泳； 男、 女 50 米和 100 米蛙泳；
男、女 50 米蝶泳；男、女 4×50 米自
由泳接力。 我市游泳协会选送的 34
名运动员发扬了顽强拼搏精神，取得
了多项好成绩。 比赛期间，活动主办
方还举行了成人赛、 救生赛、716 横
渡长江测试赛等各项丰富子活动。

近日，由市创城办、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化
和旅游局、市艺术剧院、掇刀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单
位联合举办的“
与文明同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文艺巡演在高新学校举
行。
荆门晚报通讯员 饶兴林 摄

东宝区审计局全程抓廉政

抓好
“
三廉”营造“
廉味”
热心人李成林：倡勤劳扬正气保平安
荆门晚报记者 李蕾蕾
热爱祖国、振兴荆门；
文明和谐、爱岗敬业；
诚信守法、勤劳治家；
热爱公益、互助友善；
崇尚科学、保护环境；
弘扬正气、破除迷信；
关爱健康、禁止吸烟；
文明养宠、确保平安。
端午节前夕， 家住荆门高新区·
掇刀区凤凰社区的李成林，向晚报记
者讲述了自己对于修订市民文明公
约的意见。63 岁的他既是社区的一位
热心住户，也是一名关注公共安全和
社会风气的热心市民。 他说，平安是
城市发展的基本保障，是人民安居乐
业的首要基础，是群众的普遍愿望和
诉求，也是创建文明城市的第一步。
“
‘确保平安’‘弘扬正气’是我对
这次市民文明公约修订特别提到的，
因为我们小区附近有水渠，每家每户
都要用电、用气等，希望大家注意安
全，小家平安了，咱们的大家才更和
谐！ 同时，‘勤劳治家’也是我特别看
重的，不热爱劳动、只想发歪财的思
想不可取，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自古
以来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不懒惰、脚踏实地奋斗才能过上美满

的生活！ ”李成林介绍。
平日里，李成林不仅特别注重自
己言行文明，从不随地吐痰，还经常
直言快语、路见不平就发声。 比如有
住户遛狗不牵绳，造成常常有狗在小
区四处乱窜，影响环境卫生，威胁老
幼安全，管理人员多次上门提醒效果
不大。 李成林便与社区商议，将无人
看管的狗驱赶出小区， 几次行动下
来，养狗的人们也就注意多了。
他诚恳表示：“我的修订意见和
建议或许还不成熟，但咱们普通老百
姓也想为荆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出
一份力，因为荆门是我家，建设靠大
家！ ”
欢迎更多市民参与建言，积极为
修订市民文明公约提供宝贵意见、分
享心得！ 荆门和我省其他地市州的现
有市民文明公约刊登在 6 月 4 日荆
门晚报 8 版，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修
订意见和建议，可通过栏目牌上的电
话、短信、QQ 等渠道发送。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王美婷

（
） 今年以来，
东宝区审计局把廉政建设贯穿审计工作始
终，与审计质量同抓同管，营造浓厚审计“廉
味”，树立审计人员清正廉洁形象。
东宝区审计局在审计工作中， 全程抓好
“三廉”：抓实廉政学习，把廉政学习摆在重要
位置，年初以春节集训为契机，组织审计人员
学习党纪法规，将各项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 审计进点前组织审计组成员开展廉政谈
话，温习廉洁纪律，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
督权；抓严廉政督查，各项目主审以身作则，
带头遵守各项廉洁纪律， 并严格监督审计组

成员，坚决禁止出现任何形式的吃、拿、卡、报
等违纪行为，领导班子坚持“一岗双责”，不定
期对审计组执行廉洁纪律情况进行督查，对
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等高风险环节，逐一进行
风险排查，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抓细廉政回
访，根据廉政回访方案，领导班子每人每年至
少交叉回访两个项目， 廉政回访采取与被审
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机关领导、财务负责人
座谈， 对被审单位工作人员随机发放问卷调
查等形式，紧盯每一个细小环节，确保全面客
观了解审计组成员在审计期间执行廉政纪律
情况。

比拼救生技能，汉通游泳馆省内扬名
荆门晚报讯 （ 记者李蕾蕾 通讯员钟旭
频 ）天气渐热，各游泳场所热度攀升，聘请合
格救生员持证上岗，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
才能充分保证游泳者的安全。 昨日，从湖北省
第三届游泳救生比赛及湖北省第十六届成人
游泳公开赛中传来消息， 我市汉通游泳馆队
再创佳绩。
8 日至 10 日，比赛在武汉五环体育中心游
泳馆举行，参赛的共有 8 支代表队、百余名运动
员，我市文华开发总公司汉通游泳馆组队参加。
经过激烈角逐，汉通游泳馆队获团体第二，参赛
的 8 名救生员顽强拼搏，为拯救
“
生命”争分夺
秒，充分展现了过硬的职业技能水平。
在 12 米抛绳救生比赛中，救生员许大春

以 12 秒 54 的成绩打败了蝉联省冠军的对
手，斩获该项比赛男子第一。 另外，汉通游泳
馆队还获得了假人救生女子组第一名， 男子
组第二、第三名；100 米浮标救生男子组第二
名、 第四名；100 米障碍游男子组第三名，女
子组第一名的骄人战绩。
日常管理中， 汉通游泳馆十分注重员工
职业技能训练，每周一小练，每月一大比，始
终将泳客的人身安全放在最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