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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邓琳 通讯员郑

军）3月9日下午，一辆厢式货车停

在了市公安局监管中心办公楼前，

车上载着新鲜蔬菜和水果。原来，

是市龙鲜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

监管中心捐赠爱心果蔬，以表达对

全市公安民警全力抗击疫情的感

激和敬意。

疫情期间，市公安局监管中心

所属的市看守所、市拘留所、市戒

毒所都实行封闭管理，蔬菜、水果

采买等存在困难。偶然从朋友口

中听说这一信息后，市龙鲜生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国祥便记

在心中。9日，在与市公安局监管

中心取得联系后，沈国祥从自己蔬

菜种植基地采摘了1000余斤大白

菜，又从市场上采买了2000余斤球

白菜、白萝卜，以及600余斤柚子，

送到了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政委铁

作山手中。他说：“看守所、拘留所

等是特殊场所，疫情期间民警的责

任重、压力大。我准备了一些蔬

菜，以尽绵薄之力，希望一线的民

警同志在保护人民安全的同时也

做好自我防护。”

铁作山表示，疫情当前，监管

中心全体民警必将坚守岗位，严格

履职，不辜负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

的期望。

本报讯（记者郭立 通讯员洪

珍珍 何雨薇）3月6日，农发行荆门

市分行运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

资金向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

公司发放应急贷款1亿元，用于企

业采购生产消毒液所需原辅料。

疫情防控期间消毒液用量极

大，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积极申报获批液体消毒剂生产企

业卫生许可证，全力保障疫情期间

消毒液供应，被确认为全国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

农发行荆门市分行了解到企

业采购生产消毒液急需补充流动

资金，立马向上级行报告，争取政

策支持、简化办贷流程，通过非现

场简易调查方式完成了贷前调查；

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省分行

采取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贷审

会，最大程度提高办贷效率、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3月6日，1亿元专

项再贷款顺利投放。这笔贷款从

递交申请到最终发放，用时不到一

周。

据悉，荆门农发行营业部目前

已获批四笔应急流动资金贷款，额

度达到1.48亿元。

本报讯（记者郭立 通讯员严

祥军 安舟）3月7日，记者从人民

银行荆门市中心支行获悉，疫情防

控期间，我市共投放发行基金26.5

亿元，其中新钞15亿元，占投放总

量的57%。与此同时，推行入库现

金消毒、收支两条线等措施，为老

百姓用上“干净钱”“放心钱”编织

疫情“防护网”。

根据防疫需求，人行荆门市中

支统一制定辖区内现金投放、流

通、回笼各环节的消毒制度，要求

辖区人民银行各支行和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在疫情期间，单独设立消

毒间，采用紫外线、高温等方式加

强对出入库现金消毒。目前，我市

计划购买紫外线灯、消毒柜等消毒

设备431台，预计于3月15日前完

成配置工作。与此同时，按上级行

要求，已对全市范围内金融自动设

备终端全部关停循环功能，目前，

已关闭循环功能设备1134台。

人行荆门市中支疫情期间加

大新钞投放力度，积极督促辖区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医院、加油站、

超市等特殊行业采取点对点供应

原封新券、优先回收消毒等举措，

提高特殊时期现金服务水平。

龙鲜生公司向市公安局监管中心捐赠爱心果蔬

荆门农发行向格林美发放应急贷款1亿元

“您好！您在超市订的菜到

了，请做好防护，5分钟后到楼栋口

领取。”3月3日下午4时，湖北省荆

门市万达华府小区业主刘女士接

到临时楼栋长张熠晗的电话后，戴

上口罩下楼，取走了此前通过手机

在百佳汇万达华府物资配送群里

订购的菜品。手机下单，坐等货到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荆

门市民的购物模式。

当前，荆门市采取了严格的封

闭管理、隔离防控等措施，如何保

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荆门市

各部门多管齐下，以社区（小区）、

村为单位，创新推行无接触配送保

供模式。

保供超市接单，为居民精准配

送

管控初期，荆门市采取超市申

请，社区初选上报，街道、疫情防控

指挥部层层审批的方式设立超市

保供点，并通过媒体集中公示。荆

门市供销社旗下的东方百货、金城

大厦两大商超，在荆门中心城区拥

有连锁超市（门店）23家，构成了疫

情防控期间城区市民生活必需品

供给的主力军。

两大商超早早行动，各门店积

极联络区域内小区物业，在每个小

区建立微信购物群，市民在微信群

里通过“接龙小程序”下单，对应门

店第二天将物品配送到小区门口，

由小区疫情防控工作组人员协助

发放到业主手中，依据购物小票扫

码付款。

市供销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3月2日，社属23家超市门店共建

立微信群148个，单日微信最高接

单9410单，服务配送小区212个。

目前，荆门市供销社正积极协调社

属企业加大商品采购调运和储备

力度，确保供应充足。

在保供超市主渠道供应的同

时，荆门各县市区还加强与家庭农

场、种植大户和配送企业的协调合

作，开展定点直供配送服务。

东宝区仙居乡华新村花垸坪

家庭农场与龙泉街道塔影社区、天

鹅池社区和白龙社区合作，供应蔬

菜、鸡蛋等商品，由社区网格员收

集订单，汇总给农场，当日下单，次

日送达，网格员组织各楼栋住户依

次下楼扫码领取。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协调辖区

多辉农产品市场，定向直接配送蔬

菜等物资，配送范围辐射白庙街道

月亮湾、五一桥、炼厂路等社区，每

日配送近千份。

截至3月2日，荆门中心城区

共审批公示超市、电商、配送企业

152家，日均配送2万单左右。

企业搭建“桥梁”，城乡良性循

环

湖北小乐仙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是漳河新区第一批保供企业，2

月7日起，公司通过线上平台接受

订购，平均每天有800多笔订单。

此前，该公司有两种配送模

式，第一种是依托“饿了么”线上平

台，精准配送到小区门口；另一种

就是启动该公司8台货车进行自配

送，除了服务漳河新区城区居民以

外，还为新区50多个乡村及社区服

务。配送人员跑遍了新区50多个

乡村，将老百姓紧缺的物资送到村

里，同时把乡村滞销的白菜、萝卜、

菜臺、莲藕等农产品带回城区，既

解决了城区市场的需求，又帮农民

保住了收成。

2月18日以来，该公司从漳河

新区兴丰、佘楼、袁冲、雄峰、迎接

等村共收购4482公斤果蔬、鱼类，

果蔬品种以白菜、萝卜、西兰花、红

心柚、红心薯为主，鱼类以白鲢为

主。

3月3日，小乐仙又联合中石

化开通了易捷“加油湖北APP”新

鲜蔬菜一键采购“配送荆门”平台，

满足更多人群购物需求。

作为湖北省和荆门市的重点

生态农业企业，1月27日开始，昕

泰集团安排在岗员工加班加点采

摘新鲜果蔬，协调在城区居住的员

工成立社区团购供应小组，通过小

程序接受下单配送，解决荆门城区

市民生活物资采购难题。目前，昕

泰集团配送业务覆盖荆门城区近

30个居民小区，每天配送果蔬等逾

3000公斤。

与此同时，从3月1日开始，荆

门市市场监管局对荆门中心城区

保供超市的大白菜、萝卜、五花肉

等14种主要民生食品价格进行采

集汇总，通过荆门本地媒体公示，

倒逼企业合理定价，同时为市民提

供参考，引导市民合理消费。3月4

日，荆门又完善了中心城区主要民

生食品价格表，组织东宝区、荆门

高新区·掇刀区、漳河新区市场监

管局执法人员对辖区保供超市销

售的中晚籼米、面粉、猪肉、大白

菜、小白菜、黄瓜、茄子、西红柿等

18种主要民生食品价格进行采集、

汇总并上报。

自“晒价”以来，荆门中心城区

保供超市主要民生食品价格陆续

降价，3天来降价近10%。

网格员志愿者跑腿，代购送货

上门

2月26日，荆门市东宝区石桥

驿镇五架村3组村民李婷婷，收到

由该村网格员代马俊从集镇鑫盛

超市代购送货上门的生活必需品，

有西兰花1.14公斤、刺黄瓜0.98公

斤、包菜4.49公斤、洋葱1.55公斤、

金针菇1公斤、椪柑2.52公斤。这

些菜品可供李婷婷一家生活好几

天了。

代马俊和另外两名同事组成

了五架村临时代购小分队，村民通

过村级微信群、热线电话上报所需

的物资，小分队随时接单，有求必

应。代购的物资包括蔬菜、粮油等

生活必需品，另外还有药品、农资

等。

像代马俊这样夜以继日奋战

在疫情防控一线，免费为村民跑腿

代购的，在石桥驿镇还有很多。该

镇27个村（社区）都自发组建了由

党员、村干部、志愿者组成的义务

代购队伍。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麻城镇28

个小区和21个村（场、社区）实行严

格的全封闭式管理后，36名由党员

和群众志愿者组成的代购员全部

上岗，通过“五个一”（一张代购宣

传单、一个代购员、一张代购证、一

个代购点、一台代购车）的方式，提

前通过微信群收集居民物资采购

需求，列成清单发给超市，由代购

员统一取货并且免费配送上门，解

决居民宅家之忧。

这一代购模式在荆门各乡镇、

社区被广泛采用，既遵守了疫情防

控规定，也确保了村民生活所需。

疫情阻击战还未结束。荆门

市发动机关干部下沉一线，与社区

（村）干部、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

志愿者一道，收集民需，了解民意，

因地制宜，还创新推出了“四联（供

应联合、订单联配、网点联派、居民

联网）”“超市保供点+定点配送”等

多种灵活的保供模式，确保了市民

的“菜篮子”和“米袋子”量足价

稳。

（原载2020年3月5日经济日报

新闻客户端 经济日报记者 柳洁

通讯员 王清华）

轻点手机，柴米油盐平价到家
湖北荆门稳物价保供应：

本报讯（记者解天滋）3月6日，

市生态环境局印发《荆门市生猪规

模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告知

承诺制审批工作方案》（试行），以此

优化审批流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促进全市生猪养殖业发展。

本方案适用于年出栏量5000

头及以上的生猪养殖项目。年出

栏量5000头以下、涉及环境敏感区

的项目仍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进行论证审查；年出栏量5000头以

下、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项目，只需

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系

统内登记备案。

各地生猪养殖企业自主选择

是否参与环评告知承诺制试点。

不参与试点的企业，相关项目的环

评审批按现行要求执行。

告知承诺制审批流程简洁，分

申请、受理和公示、审批和送达三个

环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不进行实质性审查，对

材料齐全的项目依法进行公示，接

受公众监督。

强化监管，事中事后审查发现

建设项目不符合范围或弄虚作假

等情形的，将撤销告知承诺制审批

文件，并依法查处，向社会公开，将

失信企业纳入相关诚信体系。

该方案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

年12月31日试行。期间有新的法

律法规出台或者相关法律法规有

调整，导致本方案与相关法律法规

相冲突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

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类报送

回复材料均走电子版形式，疫情结

束后补报或补发对应纸质材料。

我市简化生猪规模养殖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全面试行告知承诺制审批

本报讯（记者胡晓莉）3月10

日，在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全省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后，

我市召开会议，对春季森林防灭火

重点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

副市长胡小国在荆门分会场

收听收看。

就贯彻落实全国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胡小国要求，当前是疫情

防控最吃劲的关键时期，也是春耕

农事用火导致森林火灾频发多发

时期，要强化思想认识，落实工作

责任，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森林防火。要有效利用各种宣

传渠道，将森林防火知识宣传到每

家每户。要加强人员管理，有针对

性地管控好火源。要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扎实做好应急准备，认真

开展监督检查。要加强防范，提前

谋划，周密部署，切实落实县、乡、

村三级责任，确保疫情防控不松

劲、森林防火不松懈。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

本报讯（记者章辉）3月10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兵带队，赴湖

北省沙洋强制隔离戒毒所检查督

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同时深

入钟祥市部分镇、村调研了解春耕

备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继续将疫情防控作

为头等大事和最重要工作，抓紧抓

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在确保疫情

防控安全的前提下，做好当前农资

产品储备调度等，不误农时，有序

开展春耕备耕。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廖明

国，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陈实等参加活动。

孙兵首先到湖北省沙洋强制

隔离戒毒所，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安置场所改造建设等情

况，认为该所上下齐心、行动迅速、

措施得力、落实到位，疫情防控工

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他强调，特殊

时期要特别重视，对特殊场所要特

别管理，对特殊人群要特别关爱。

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全面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

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保持

决战态势，做到慎终如始，不麻痹、

不懈怠、不侥幸、不松劲，采取最坚

决、最果断、最有力的措施，严而又

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地抓好强

戒所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一“零”到

底、一净到底。要实行最严格封控

管控措施，做到不换班、不探望、不

进人、不放人、不聚集，杜绝人员交

叉流动，及时进行预防干预，推进健

康码全覆盖，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要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向上争取，强

化人力、物资调度，完善留观场所、

定点医院改造建设，为打赢特殊场

所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坚实保障。

在钟祥市旧口镇罗集村、柴湖

镇红英村，孙兵深入蔬菜种植基

地、农业综合服务超市、花卉苗木

基地，调研了解春耕备耕农资储

备、特色农业生产开展等相关工

作。他要求，各级各部门必须坚持

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两手抓”“两

手硬”，在认真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科学有序开展春耕备耕、农业

生产各项工作。要组织好农资产

品储备、调度、配送等，提前为农户

备足备好农用物资，确保货源充

足、价格稳定、供应畅通，为春季农

业生产提供有力保障。要坚持需

求导向，引导农户抢抓农时，分类

分批组织作业，再鼓干劲、再加力

度、再强措施，积极春耕备耕，为农

业丰收打下良好基础，为全省疫情

防控、春耕生产作出荆门贡献。

本报讯（记者彭文洁 通讯员

荆小军）3月10日，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收到浙江省金华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送来的第三批援助物资。从2月

底至今，浙江省金华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共向荆门援助了3批共53箱物

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市成立

了退役军人防疫突击队，先后有1.2

万名退役军人下沉基层，冲锋在前，

成为我市抗疫一线的重要力量。浙

江省金华市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到相

关情况后，主动对接荆门市，将

37000多只医用口罩、9000副医用手

套、700副护目镜等医疗防护物资分

批运抵荆门，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退役军人提供更好的防护。

收到物资后，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第一时间联系值守一线的退役军

人，并迅速把物资送到市光荣院、市

军休所等特殊场所以及值守在一线

的退役军人，以解燃眉之急。

孙兵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工作时强调

慎终如始加强疫情防控
科学有序备战春耕生产

金华市又一批援助物资运抵我市

防疫期间 我市投放“净”钞26.5亿元

远程会诊，助力战“疫”
3月9日，在协和京山医院远程会诊中心，协和京山医院医疗救治团

队与远在1300多公里之外的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救治专家组开展远程会

诊。这是继3月7日两地开展首次远程会诊之后，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救

治专家组与协和京山医院的第二次远程会诊。 李小磊 张玉婷 摄

用于采购生产消毒液所需原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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