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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突击检查天河机场出租车营运秩序

私自揽客最高处2000元罚款
鄂AX7V*2出租车在站点内排队候客，
一乘客上前站在车外与该车驾驶员进
行交流，随后又离开。 站点稽查人员见
状，立即上前询问得知，该乘客要去蔡
甸，但司机要价200元。 执法人员当即拦
停该车， 现场做完司乘双方笔录后，将
该驾驶员的相关证件予以暂扣。
22时30分，执法人员来到天河机场
出发厅门口，对路边停靠的车辆例行进
行检查。 22时45分，执法人员发现车牌

武汉晚报讯 （记者王刚 通讯员彭
婧 实习生孙佳悦）我市持续整治“三
站一场” 等窗口地段的出租车营运秩
序。 记者获悉，8月8日晚，市客管处联合
黄陂、汉阳、硚口等区交通部门，以及天
河机场公安部门共计近30位执法人员，
在天河机场开展了一次出租车营运秩
序夜间突击检查。
当晚20时20分，执法人员在出租车
站点的监控视频里看见，一辆车牌号为

号为鄂AX3M*0、鄂AX6V*5的驾驶员
均无服务监督卡。 执法人员现场开出证
件暂扣凭证，并责令尽快办理。 此次突
击检查中，执法人员共查处各类劣质服
务和不规范经营12起，其中拒载3起，暂
扣无道路运输证车辆3台， 议价2台，无
服务监督卡驾驶员4人。
执法人员介绍，在机场、火车站、汽
车站等窗口地段，均设有出租汽车专用
候乘区以及指示牌。 出租车应进入专用

候乘区，服从调度，依次排队候客，不得
场外揽客、扰乱站场秩序。 根据相关规
定，在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港口
等客流集散地，不服从调度私自揽客的
出租车，最高将处以2000元罚款。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发现
出租车有违规营运行为，首先要保留好
相关证据， 然后及时告知站点管理人
员，或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
12328进行投诉。

上周全市工地噪声投诉同比下降近半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噪声投诉多的工地须安装隔音屏

7月份武汉CPI
同比上涨1.4%

作为今年我市十件实事之一，“严
控工地噪音污染，投诉处置率100％”
工作已开展半年多， 根据市建筑施工
噪声整治专班最新数据显示， 上周（7
月30日至8月5日），全市共受理夜间施
工噪声类投诉353起， 较去年降幅达
46.92%。 不少工地从“被迫降噪”变为
“主动降噪”。 8月9日，记者在地铁8号
线二期中南医院站工地探访发现，为
了降低噪音， 该工地主动安装了共
125米长的隔音屏。

上周全市噪音投诉
比去年减少近半
7月30日至8月5日， 全市共受理
夜间施工噪声类投诉353起， 较去年
同期的665起有所下降，降幅46.92%。
降幅排名前三的区分别为： 东湖风景
区 （降 幅 100%）、 江 夏 区 （降 幅
83.33%）、青山区（降幅69.7%）。
为何这三个区降幅最大？ 市城管
委督察总队相关人员介绍， 最主要原
因就是现在降噪是“动真格”，施工单
位不敢夜间违法施工。 东湖风景区去
年同期也仅1起投诉， 该区工地少，加
上强效管理，实现零投诉。江夏区和青
山区的投诉下降， 主要是加大处罚力
度，创新工作管理方法。城管加大执法
力度以后，夜间有许可证才能施工，不
能存一点侥幸心理。开工前，城管和施
工单位提前一周， 向周边居民做好沟

8月9日，施工单位在工地与居民小区之间安装隔音屏
通协调工作，取得谅解。 另外，有些工
地开始搭建隔音棚、隔音罩、隔音房，
看到施工单位主动作为， 居民投诉自
然下降了。

投诉多的工地
必须安装隔音设备
市建筑施工噪声整治专班将8月
份定为“管理月”，8月26日前，各区每
月噪声投诉排名前5名的工地、离居民
区比较近的噪声敏感区域以及容易产

记者刘斌 摄

生噪声的敏感施工阶段， 均要求必须
安装一个隔音房、一个隔音棚、一个隔
音罩。
不少工地开始陆续安装隔音设
备。武昌城管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目
前， 该区内的8号线二期中南医院站、
省博物馆站、5号线新生路站、 联投时
代、江城之门、筷子湖泵站6处工地都
已安装隔音棚等降噪设备。
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张国新 张志
龙 实习生费然

教师招聘高峰期就在本月

这几所学校正在招贤纳士
武汉晚报讯 （记者章鸽）7-8月是
教师招聘高峰期，武汉市、区多所学校
纷纷发布教师招聘公告。9日，记者了解
到，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小学、
武汉张家湾中学、武汉市第二十中学都
有教师职位招聘。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花山小学
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教师，岗位分别为
语文教师5名、数学教师5名、信息技术
老师1名。 要求应聘者具有相应学科的
小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具有符合相
应学科教学要求的普通话等级证书；具
有相应学科学段学校教学工作经历者
优先；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
不超过30周岁，身体健康，无师德行为
不良记录，武汉市内居住者优先。 应聘

人员即日起至2018年8月20日下午17:
00下载附件一《花山小学代课教师招聘
报名登记表》后，填写好个人资料，将附
件一、身份证及学历学位证书、教师资
格证书、普通话等级证书等电子档以附
件形式发送至2271178477@qq.com。
凡经录用，办理入职手续，与武汉光谷
人才市场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发放
工资，并办理五险。
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招聘高中美术专
职教师1名，要求国家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专业素质
过硬，能胜任素描，色彩，速写三科教学，
熟知美术联考模式， 并有一年以上高三
专业课教学经验优先； 应届本科生和应
届研究生 （含没间断过高中美术专业教

学往届生）优先；取得与应聘学科相对应
的教师资格证书、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
证书；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能够胜任班
主 任 工 作 。 应 聘 咨 询 电 话 ：
027-83883579 罗老师（请在工作日工
作时间内拨打）。
武汉市张家湾中学招聘初中物理教
师1名，要求年龄35周岁以下（优秀者年
龄可适当放宽），国家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及以上学历 （第一学历须全日制
本科），专业对口；教学基本功扎实，会使
用现代信息技术工具进行相关教学和操
作；具备中学教师资格证、普通话水平测
试等级证书；有3年以上教学经验且至少
带过一届毕业班，熟悉武汉市物理中考，
能胜任班主任工作。

武汉晚报讯 （记者张维纳 通讯
员胡红久 吉赛奥）8月9日，国家统计
局武汉调查队公布数据显示，7月份，
武汉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
比上涨1.4%， 涨幅较上月扩大0.3个
百分点；环比上涨0.3%，为近5个月来
首次上涨。
从同比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
格全面上涨。 其中，交通和通信类上
涨3.3%；居住类上涨2.3%；衣着类上
涨 1.8% ； 生 活 用 品 及 服 务 类 上 涨
1.7%；食品烟酒类上涨0.6%；医疗保
健类上涨0.5%；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
格上涨0.3%；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
0.6%。
食品价格同比下跌0.2%，，其中，
畜肉、水产品跌幅较大。 猪肉价格下
跌8.7%，下跌明显。 水产品价格持续
走低，其中，淡水鱼下降12.7%。 与其
相反的事，鲜菜价格大幅上涨。 由于
天气炎热，鲜菜储存困难，流通成本
上 涨 ，7 月 份 ， 鲜 菜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4.2%， 在调查的26种蔬菜中， 15涨8
跌3平，其中涨幅较高的有：小白菜、
青豆角、西红柿、黄瓜和生菜。

“919邮政电商节”在汉启动

8000多湖北土特产
线上集中亮相
武汉晚报讯 （记者胡蝶 通讯员
高健）8月9日， 湖北省邮政公司在汉
启动“919邮政电商节”活动。 记者获
悉，8000多个湖北特色农产品、1万余
种全国土特产会集在邮政电商平台
上。
“919邮政电商节”定在每年9月
19日，整个9月都有线上优惠活动，即
日起开始预热。 今年9月23日，恰逢农
历秋分，还将迎来首个“中国农民丰
收节”， 湖北邮政将在线上开辟精准
扶贫农产品专区，联合贫困地区专业
合作社和农户开展线上集中销售，免
费帮助农户宣传推广“埋”在大山里
的土货。
记者在湖北邮政“919电商节”产
品展示厅看到，湖北来凤县经过长期
选育稳定下来的地方优良生姜品
种——
—凤头姜， 因形似凤头而得名，
是地理标志产品； 竹溪县因地制宜，
种出了黄心、红心、紫心的土豆；长得
像荷花花苞的阳荷， 其实不是荷花，
而是一种野生蔬菜，可以炒着吃……
这些“尖板眼”，“919电商节”期间都
将登陆邮政电商平台——
—邮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