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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创城联席会议强调

集中力量，在点位上抢拼
荆门晚报讯 （记者胡于梅 通讯员熊
飞）7 月 25 日，市创城办在东宝区委区政

府会议中心召开创城工作联席会议，听取
东宝区创城指挥部工作情况汇报，对下一
步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会议指出， 自创城工作开展以来，东
宝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创城工作，把创城
摆在重要位置，主要领导靠前指挥，人财
物保障做得很好；专班积极努力，干部的
精神面貌好，工作责任压得实；东宝区注

重创在平时，注重常态；全区创建氛围浓
厚，市容环境干净整洁有序，阵地建设好，
基础设施改善较大。 当前，全市创城已进
入冲刺阶段、突击阶段，形势和任务可以
用急、难、险、重四个字来概括。急，就是基
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完全到位，精细化管理
没有真正形成，不文明行为还没有有效遏
制。难，就是竞争难度加大，实地测评要求
更高，各地创建水平都在提高，竞争激烈。
险，就是动态点位风险大，一次违停、一个

区“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主题系列技
能比武活动日前在各乡镇、街道如火如荼
地开展， 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们积极参
与，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活动充分展现了
他们过硬的技术操作水平。
7 月 21 日， 在东宝区石桥驿镇林牧
源花椒采摘技能竞赛现场，25 名职工分
成 5 组比拼采摘花椒技能。 随着一声哨
令，比赛正式开始。 参赛选手迅速进入状
态， 拿起手中剪刀动作麻利地剪起椒藤。
经过激烈角逐， 王长玉等 3 位村民荣获
“花椒采摘能手”称号。 随后，经验丰富的
花椒种植能手黄艳萍还现场向全体参赛
选手讲解了花椒种植技术要点。
7 月 22 日，在东宝区子陵铺镇拾井村
的景之润家庭农场， 一场火龙果采摘技能
竞赛举行，共有 20 多名职工积极参加。 当
天的比赛项目分为：火龙果采摘、火龙果整
理包装、枝条还阳管理。评委们根据参赛者

的摘果质量、 数量以及摘果后会否伤及果
树等综合考量打分，并评出一二三名。
7 月下旬，在东宝区泉口街道竹皮河
社区插花技能竞赛现场，20 多名职工采
取自由选题的方法，将对美好生活的感悟
寄托于插花比赛中。 选手们用灵巧的双手
完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插花艺术品，得到现
场观众和评委的赞扬。
据东宝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开展类似活动， 在广大职工中掀起
刻苦学习、钻研技术、苦练技能的热潮，形
成崇尚技能、爱岗敬业、立志成才的良好风
气， 调动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
身我市建设。 他们还将举办香菇酱包装、梨
子采摘、陶瓷厂制坯等技能大比武。

荆门晚报讯（记者郭玉红 通讯员文
中 华 ）“
‘八一’是我们的节日，在节日来

临之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28 日，市关
爱退役军人协会举办“八一”建军节座谈
慰问会，向 40 余名退役军人代表表达了
节日的祝福。
座谈会上，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相
关负责人向大家通报了协会的工作情
况以及下半年的工作安排，提出下一步
将着力推进就业创业援助活动，举办定
向技能培训和退役军人创业帮扶现场
会，解决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加强对贫困、伤残、烈士家属
等特殊群体的关爱与帮扶；组建荆门市
退役军人艺术团，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

生活……
协会邀请在座的退役军人就协会的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大家畅所欲言，表
示将支持协会工作， 积极参加协会组织
的活动，尤其是要积极参与到帮扶困难、
伤残等特殊退役军人的活动中， 为关爱
退役军人作出贡献。
最后，大家一起唱响红歌，欢庆自己
的节日。

我市开展电子烟市场专项检查
荆门晚报讯（通讯员王雨）为保护未
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 防止电子烟市
场乱象死灰复燃，近日，市烟草专卖局联
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电子烟市场专
项检查行动。
行动中，两部门联合下发了《荆门市
电子烟市场专项检查行动实施方案》，成
立专项检查行动领导小组，各县市区抽调
烟草和市场监管部门精干人员组成工作
专班，对辖区互联网电子烟信息、电子烟
实体店和电子烟自动售卖机等新型渠道

东宝区最美退役军人系列报道之十

戴祖荣：战
“
疫”之中显担当
荆门晚报记者 郭玉红 通讯员 吴岚 文/图

34 岁的戴祖荣是名退役军人， 现任
东宝区民政局社会事务和慈善促进股股
长。 在日常工作中，他积极向社会募捐，做
好残疾人“两补”、 殡葬减免和服务等工
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倾尽全力做
好慈善工作。
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 他是爱心使
者。 1 月 29 日，东宝区民政局启动抗疫慈
善爱心捐赠工作，戴祖荣和同事积极向社
会募捐，并将社会各界的爱心及时送到疫
情防控前沿。
他是残疾人的朋友，及时将党和政府
的温暖传递到重度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
的身边。在特殊时期，为保障这些残疾人的
基本生活， 戴祖荣和同事多次和相关部门
协调， 最终东宝区民政局克服疫情防控期
间银行不能转账等困难， 为残疾人朋友提
前发放 2 月、3 月的“两补”资金 72 万元，
并按照相关标准， 发放重度残疾人一次性
生活补贴 61.16 万元，惠及 1694 人。
他是外地流浪乞讨人员的“家长”。 戴
祖荣和同事多方协调，把一酒店设为东宝
区临时救助点。 每次接到电话，他会及时
赶去接这些流浪人员“回家”，让他们有地
方住，有饭吃。
他是局里热心人。 疫情防控期间，戴
祖荣和同事一起， 多次为区民办养老机
构、农村福利院、其他有需要的单位送去
防疫物资。 2 月 15 日，戴祖荣接到电话反
映泉口、 龙泉街道卡口值守处缺少棉被。

异动情况，突出重点，围绕农贸市场周边、
社区小区周边、学校周边、医院周边、乡镇
政府周边、商业街周边和公交站台周边等
重点区域，严格对标督办检查。

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召开“八一”座谈会

东宝举行多场技能大比武
荆门晚报讯 （记者胡于梅 通讯 员 陶
金 ） 晚报记者从东宝区总工会获悉，东宝

烟头、一片纸屑、一处污渍，都可能拉低我
市排名，甚至导致出局。 重，就是任务重，
国检日益迫近，近期，双 20 项提升问题要
清零、国考应急方案要制订、点位信息申
报要完成初审。
会议强调，从现在起，东宝区要集中
力量，分管领导必须全脱产，在点位办公，
其他创城同志要在点位上抢拼，区创城办
要每周一调度，每周一点评，每周一通报，
工作做到日清周结。要仔细审核点位信息

进行全面检查和清理。 开展联合执法检
查，严查诱导未成年人购买吸食电子烟行
为，查处中小学周边、游乐场所、夜市商圈
等地段各种渠道违法售卖电子烟行为，净
化市场环境。 全面梳理线索，共同梳理互
联网、实体店电子烟违规宣传、销售线索，
分析研判 12313、12315 投诉举报和各类
违规问题线索。 建立联合约谈机制，约谈
违规互联网平台负责人清除互联网平台
电子烟销售行为，消除未成年人通过互联
网购买、吸食电子烟的隐患。

荆门市地下停车位相关政策问答
（四）
戴祖荣

他向领导及时反映，向市慈善总会争取到
108 床棉被。 在费尽周折找到一辆小车
后，戴祖荣和一位同事立马从 2 楼仓库抬
棉被装车。 棉被 10 床一捆，重达 40 公斤。
当天下着大雪，寒风呼啸，他俩却忙得热汗
直流。装好车，他和同事立即将棉被送到两
个街道办事处。送到后，又一趟趟抬到街道
的仓库。返程中他才发现，贴身衣服全被汗
湿，粘在身上冰冷难受。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吃泡面是家常
便饭，有段时间戴祖荣整整吃了 6 天泡面。
在好不容易吃到盒饭后，他感到美味无比。
戴祖荣日常需夜巡卡口，次日凌晨才
回家。 他还不时加班，最晚一次加班到凌
晨 3 点。 由于每天早出晚归，不能陪伴年
仅 5 岁的女儿，他感到很内疚。
但戴祖荣知道，在关键时刻，他需要
舍小家顾大家， 为抗疫一线募捐爱心物
资，为困难残疾人排忧解难，为流浪乞讨
等特殊人员雪中送炭。

小区业主最多可购买几个车位？
答： 小区业主购买地下停车位的

数量， 根据小区停车位的规划建设总
量而定。 其中：
停车位数量未超过本建筑区划内
房屋套数的， 购房人每购买一套商品
住房，只能相应购买一个停车位。 购买
非住宅类商品房的， 按房屋建筑面积
每 100 平方米（不足 100 平方米的按
100 平方米计算）可购买一个停车位。
开发项目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已销售
完毕且停车位办理了初始登记尚有停
车位未售出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停
车位销售情况在该项目建筑区域内显
著位置公示 30 天后，该项目购房人可
以自主选择购买第二个停车位， 但一
套房屋或一个业主最多可购买二个停
车位。
停车位数量等于或者超过本建
筑区划内房屋套数的，在保证本建筑

区划内业主可购买或租用一个停车
位的前提下，房地产开发企业方可将
剩余的停车位出售给本建筑区划内
需要购买两个或两个以上停车位的
业主。
非小区业主能否租购小区地下停
车位？
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筑区划

内的停车位，应当首先满足本建筑区
划内业主的需要， 不得向非业主出
售。 在优先满足小区业主需求的前提
下，仍有空余车位的，可出租给本建
筑区划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停车使用，
每次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因此，
非小区业主不能购买小区地下停车
位， 但可以租赁小区空余的地下停车
位。

荆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