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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省住建厅点名表扬，省
“城考”得分 90 分以上——

我市城市管理工作居全省前列
本报讯（记者周阳 通讯员罗玲）
3 月 12 日，省住建厅通报了 2018 年
度城市管理工作检查考评情况。此
次考评采取
“明查暗访、满意度测评”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我市得分在 90
分以上，城市管理工作继续排名全省
前列。

2018 年，我市城市管理执法工
作改革创新激发了新活力，市容管理
开创了新局面，
城市品质实现了新提
升，设施短板得到了新改善，城管队
伍展现了新面貌。省住建厅在通报
中多次点名表扬咸宁：
“ 咸宁等城市
率先按照改革要求，印发三定方案，

落实机构编制，推进综合执法；咸宁
市城管执法委被住建部评为‘强基
础、转作风、树形象’
专项行动表现突
出单位，受到通报表扬……”
2019 年，我市城市管理执法工
作将坚持“街道卫士”，
“以人民为中
心”
“
，把城市当家建、把城市当家管”

电话：
0715-8252845
地址：
咸宁市滨河西街17号

的理念，稳中求进、静心“绣 花”，深
化城管执法体制改革，不断提升市容
市貌、环境卫生、市政维护、园林绿化
和综合执法等各项工作水平，推进城
市
“共同缔造”
，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努力实现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有完整良好的志愿服务记录、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

本月起，全市 50 名优秀志愿者半价坐公交
本报讯（记者庞赟）昨日，
记者从
市枫丹公交公司了解到，从本月起，
全市 50 名优秀青年志愿者可以半价
乘 坐 公 交 车 。 优 惠 期 为 一 年 ，从
2019 年 3 月到 2020 年 2 月。
据介绍，此次享受半价乘坐公交
车的优惠对象为在中国志愿服务网和
志愿中国登记注册的，
有完整良好的
志愿服务记录、连续三年无不良信用
记录，属地为咸宁的优秀志愿者。经
过市民政局和团市委推荐，
全市共有
50名青年志愿者能够享受这一优惠。
枫丹公交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优
秀青年志愿者乘车采取支付宝刷卡，
一个季度到枫丹公交总站报销一次，
如本月乘车达到 50 元，经过枫丹公

交公司审核确定为其本人乘车消费
的费用后，办理手续，给予 25 元的补
贴。半价优惠期限为一年，从 2019
年 3 月到 2020 年 2 月。公交卡报销
时间在每个季度过完后的 5 个工作

日内完成，逾期不再办理。
据悉，目前我市正在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和信用城市。志愿者作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
行者，
对优秀志愿者实施公共交通出

关于解除《门面租赁合同》的通知
叶云星女士：
你严重违反《门面租赁合同》的约定，
逾期近三个月不缴纳门面（房屋）租金，
且
无法与你联系，据此，我公司根据租赁合
同第十一条第二款的约定，作出从 2019
年 3 月 16 日起与你解除《门面租赁合同》
的决定。望你在解除《门面租赁合同》的
通知被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将门面房腾空

交我公司，
并补缴已使用门面的租金和违
约金。如逾期，
我公司将直接腾空该门面
房内的相关物品，收回门面，由此造成的
一切损失由你本人承担。同时，
公司暂时
保留对你提起诉讼的权利。
湖北汇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丰物业分公司
2019 年 3 月 14 日

咸宁电信五项服务承诺“做不到，快速赔”
—— 信 用 让 消 费 者 更 放 心

●当日装 当日修●
1、
我们承诺 当日 16 时前受理并正
式录入系统的，
装移（修）宽带或电信电视工
单当日装通（修复），16 时以后受理并正式
录入系统的装移（修）宽带或电信电视工单
24 小时内装通（修复），逾期未实现的基于
服务补偿。
2、
承诺对象 在咸宁市市区、县城区
范围内的宽带和电信电视用户（校园和专
线用户除外）。
3、
补偿标准 宽带和电信电视装移工
单按 20 元/单补偿；维修工单按 10 元/单/
天补偿，不足 1 天按 1 天计算，封顶 100 元/
单。
4、
补偿方式 装 移（修）工 单 竣 工 后
30 天内，补偿款将以赠款方式充值装移
（修）账号的电信账户中，补偿款不可提现。

5、
温馨提示 因恶劣天气、自然灾害
等不可抗力原因，因市政建设、电力停电、
物业阻工等第三方原因，因用户预约或改
约超时、用户自有线路和自建网络问题、用
户自购设备等用户原因导致未按承诺时限
完成的，不在补偿范围。
●网速快 必达标●
1、
我们承诺 按照协议约定的有线宽
带上网速率提供保障，对于网速不达标（未
达协议约定速率 90%）的宽带用户，在 30 天
内完成网络优化，逾期未完成且测速不达
标的，给予用户赔偿。
2、
承诺对象 全市城市和乡镇镇区家
庭宽带用户（不包括校园、
专线用户）。
3、
补偿标准 宽带速率 50M 以下用
户，每 30 天赔付 5 元/户；50M 以上用户，
每 30 天赔付 10 元/户，
直到测速达标。
4、
补偿方式 补偿款将以赠款方式在
30 天内充值到速率不达标的宽带所属的
电信账户中，
补偿款不可提现。
5、
温馨提示 因用户自有线路和自建
网络问题、用户自购设备问题等用户原因
导致速率不达标的，
不在补偿范围。
●装宽带 零拒绝●
1、
我们承诺 实现 100%受理，
不得拒
绝客户的合理装移宽带和电信电视的要求，
30 天内因电信方原因不能实现装移的给予
服务补偿。
2、
承诺对象 全市市区、县城区（不含
城中村、乡镇）宽带和电信电视（不包括校
园宽带和专线用户）。
3、
补偿标准 按 20 元/户 赔 付（同一
客户在同一本地网 1 年内仅赔付 1 次，
与
“当
日装、当日修、慢必赔”的服务补偿不重叠，
同1张工单，
只补偿其中1项）。
4、
补偿方式 30 天内以赠款方式充
值到用户提供的电信账户中，补偿款不可
提现，致电 19907240724 反映、核实后补
偿。

5、
温馨提示 因恶劣天气、自然灾害
等不可抗力原因，因市政建设、电力停电、
物业阻工等第三方原因，因用户预约或改
约超时、用户自有线路和自建网络问题、用
户自购设备等用户原因导致未按承诺时限
完成的，
不在补偿范围。
●办业务 不超时●
1、
我们承诺 在具备叫号排队设备的
电信营业厅，用户自取号排队起至受理止，
如果等候时间超过 30 分钟，业务办理成功
后用户自当天申请赠送话费。
2、
补偿标准 赠送话费 5 元，每个业
务号码每月仅限一次。
3、
补偿申请 用户致电19907240724
人工客服，提供营业厅名称+取号日期+排
队号+排队小票鉴权码+业务号码+充值的
电信号码提出申请，校验通过后即可赠送
话费。
4、
补偿方式 补偿款将以赠款方式充
值到用户提供的充值号码，补偿款不可提
现。
5、
温馨提示 用户排队等候超时并办
理业务后，未在办理业务当天提出申诉；或
用户无法提供完整信息进行活动规则校验
通过的，
不在补偿范围。
●服务好 永在线●
我们承诺
提供 10000 热线、10001 自助热线、微
信客服（中国电信湖北客服、咸宁电信）、
QQ 客服、欢 go 客户端、4008810000 IM
客服、19907240724 咸宁电信服务监督电
话等渠道享受中国电信在线服务。
（19907240724 电信、微信同号，接受用户的
微信申诉，用户编信息“用户业务号码或账
号+姓名+业务故障现象+业务用户地址+
联系电话”
发送至 19907240724 微信或短信
即可。
）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
提供最终解释权，
联电：
19907240724）

行优惠，有利于树立激励诚信的正确
导向，让守信志愿者有获得感；有利
于营造弘扬诚信的社会氛围，加快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在志愿服务领域的
建设工作。

停电公告
因 35kV 张公变电站 10kV 张公
14 线清理树障，现定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 09:00- 20:00，对 35kV 张 公
变电站 10kV 张公 14 线至后续线路
停电（全线停电）。
咸安供电公司
2019 年 3 月 13 日

“中国电信湖北客服”
微信公众号微服务功能
一、
手机服务
我的套餐：查询当前使用
的套餐，以及已经开通的
功能
套餐余量：可以查询当前
已经使用的语音以及流量
套餐情况
我的账单：
查询近 6 个月的消费情况，以及详单
已订业务：查询已经订购的流量包、增值业务，
并可以申请退订
手机积分：查询手机积分情况，兑换话费，并与
集团积分商城对接，
进行更多积分兑换操作
流量订购：
可订购包月流量包和加餐包
业务上锁：
提供手机增值业务的屏蔽上锁

二、
宽带服务
宽带移机：
提供宽带移机申请
宽带服务首页：可提供宽带套餐资费、宽带账
户余额、校园宽带使用时长查询、包年宽带到
期时间查询。
查绑宽带：提供以身份证号查询宽带账号并绑
定服务。
宽带续费：
提供宽带续费功能
宽带检测：提供宽带故障检测以及障碍一键报
修功能。
密码重置：
提供宽带密码重新设置功能
服务进度：查询障碍工单详细处理环节，掌握
最新动态
宽带安装：
提供宽带新装预约功能
家长控制：提供宽带上锁功能，随时控制在家
中的孩子能否上网

三、
个性化服务
领新人礼：新人扫描、关注并绑定公众号“中国
电信湖北客服”有礼相送
视频微服务：
提供视频服务的讲解与演示
问吧人工服务：提供电信业务、电信服务的人
工咨询
查找营业厅：提供咸宁主要营业厅地址与联电
查询
星级服务：
提供星级服务查询、权益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