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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记者来到位于城区银泉大道的
谭惠小区，一进小区，就看到一栋居民楼上
挂着“某某汗蒸”的招牌广告。

该楼栋一住户告诉记者，住户将一楼
和地下室打通后，变为通透的上下层，装修
了淋浴、桑拿等设施，对外营业。

小区住户李先生表示：“大家都很奇
怪，怎么能在小区里办休闲营业场所？也
不知道内部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规定？尤其
是晚上，光顾的客人多又杂，还随意占用小

区业主车位。”
记者发现，该小区虽设有门卫，但对进

出人员、车辆并不细查。
对此，小区业主吴丽华表示：“每天上

下楼，都会看到陌生人进进出出，很没有安
全感，觉得楼道的防盗门也成了摆设。”

记者走访发现，城区大楚城、墨香苑、
御龙花园等新建小区内，均有不少类似的
外挂招牌，美体美容中心、网络公司、广告
公司、课外培训、棋牌娱乐……屡见不鲜。

新建小区商户林立
尽管老旧小区设施配备不齐全，环境

也不尽如人意，却一样能吸引商家入驻。
当日，记者来到城区茶花路看到，不

少居民楼一楼的住户将房屋大门改至沿
街，做起了生意。油烟、垃圾、噪音问题一
直困扰着周边住户，无法解决。

住在这里的冯春霞女士，就因为楼下
的餐饮店而常年不敢开窗。“完全没法通
风换气，窗户一开，不出三天，家具上都是
黏糊糊的油烟。”

老旧小区的“居改非”，隐患更甚，成
为引发一些火灾事故的“罪魁祸首”。

市消防部门提供案例显示：通城隽水
镇老一瓷厂的楼房一楼私办沙发加工厂，
沙发厂旁边的居民楼空地露天堆放大量
回收废品，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赤壁
市电力小区内设液化气瓶站，让小区居民
担心不已；咸安区阳光社区曾叫停了一家
小区内的制衣厂，就因为衣料太多，怕发
生火情……

老旧小区隐患更多

按理说，马路边开个门店，位置好、人
流量大，应该是商家的最佳选择，那为什么
他们还要选址于居民区内呢？

搜房网从事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员向记
者透露，价格便宜是最主要的原因。

据他介绍，在城区好的小区内租套三
室两厅带装修的房子，也就1500元不到；
但如果选择繁华路段的门店，租金就贵多
了，动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此外，在小
区内租房，白天用来办公，晚上还可以供人

员居住，又节省了一笔开支。
而对房东来说，经营者不会像个体租

户那样对租金太计较，其次因为是长期经
营，流动性不大，租金易收齐且固定，很少
出现恶意拖欠的情况，所以房东也愿意租
房给经营者。

“商家和房东倒是各得其所了，但因此
产生的扰民问题和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却是由其他的小区住户一起承担。”大楚
城居民王欣女士表示。

市工商局注册分局业务科科长金星解
释，国家现在放开了管控条件，只要不扰民、
无环境和噪音污染，提交住所证明时出具社
区同意书，即可在小区内从事经营活动。

“很多经营者直接同房东签了租赁合
同，根本不通过物业和业委会，或者通过
了申请但在经营时仍有扰民行为。”家住
谭惠小区的李楠感慨，在实际操作中，入
驻小区的经营商家受到的约束实在太小。

市房管局物业管理科科长陈荣说：“这

类情况，首先还是需要工商部门把好源头
关。对已入驻且有扰民现象或安全隐患的
经营商家，需要居民向社区反映情况，社区
工作人员可以出面进行劝说和协调，或者
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对其进行整改或劝退。”

租金吸引商家聚集 约束太小维权不易

居改非，为何禁不住？
记者 刘丁维

“居改非”，是指业主擅自将居住房屋改变为非居住使用，用来从事经
营活动。近年来，我市城区“居改非”势头愈演愈烈，给居民生活造成不便，
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

重建新居
6日，赤壁市新店镇龙门桥村七组

72岁村民吴家英看到自家即将封顶的
新屋，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7月的一场特大暴雨，冲毁了
她家的三间土坯房。洪水退后，镇村及
社会各界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重
建家园。据了解，该市遭遇洪灾符合救
助条件的重建或修缮倒损房455户，目
前恢复重建工作正稳步推进。

记 者 张大乐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 讯 员 宋首星 摄

“乡里不少贫困户的瓦房在7月的暴
雨中被冲毁了，现在仍寄住在别人家里，
等着房子住。安置点建设必须快马加
鞭，不能有丝毫停歇和延误。”连日来，通
城县四庄乡易地搬迁安置点建设负责人

廖仲明，在乡里各个安置点之间奔走协
调，现场督办，确保建设进度。

为了能让贫困户早日搬进安置点，
四庄乡党委政府积极筹划，按照全县精
准扶贫“百日会战”要求，通过建立问题

清单、责任清单、目标清单、倒排工期等
措施，加快易地搬迁进程。

8月下旬，该乡华家村、五花村和清
水村等集中安置点全部动工。各安置点
施工人员抢抓近期晴好天气，紧张施工，

建设现场火热繁忙。华家村40户 136
人，五花村、清水村32户51人，有望在11
月如期搬进新房。

“大家辛苦了，来喝口水解解渴。”昨
日，在四庄乡华家村木皮窝，金细文、金
细良两兄弟推着三轮车，给忙碌不停的
工人送来茶水。“我们住在安置点附近，
工人们每天起早摸黑，这些天一直没休
息过，实在太辛苦了！我们送点茶水来，
帮他们降降温，解解渴。”

安置建设不停歇
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皮青松

综合新闻

咸宁天气：9～10日受中低层低涡切变线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11号受偏北气流控制，天气转好。具体预报如下：9日：阴天转中雨，偏北风1～2级，22～27℃；10日：中雨转小雨，偏北风1～2级，20～29℃；11日：晴天，偏北风1～2级，22～31℃。今天相对湿度：50～100%。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吴翔报
道：“我上个月有10多次没有签到，原因是
到区里开会，没有及时向办公室打电话请
假。”9月2日下午，区林业局例行的周五学
习会上，局长李云钊向全体干部职工做自
我批评。

区林业局有的职工没想到，今年，该局

在执行考勤制度上“动了真格”。以前，是
以批评教育为主；今年，是教育、通报、处罚
三管齐下。

7月份，由于没有准时“按手印”，“一
把手”工资扣了140元，全局职工共计扣除
工资1100元。虽然大多数人是因为下乡、
办事公干等原因，没有及时向办公室请假。

今年，人大评议、履职尽责点题督查、
大数据比对、从严治党等工作，对作风建设
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区林业局修订内
部管理制度25项，其中完善制度23项，新
增制度2项，做到制度全覆盖。

转作风，关键是制度；而制度是否落
实，关键是执行。局长不管是党组会，还是

大会、小会，逢会必讲。所有制度编订成
册，组织干部职工进行专题学习。

通过坚决执行制度，转变了作风，也进
一步促进了职能工作。今年来，“绿满咸
安”行动顺利推进，完成造林绿化3万亩，
已完成三年绿色全覆盖总任务的80%；建
设绿色示范乡村8个，累计完成100个，其
中省级绿色示范乡村14个。2016年，咸
安区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区”。

“‘一把手’都带头扣工资了”，这件事，
对林业系统干部职工触动很大。现在，上
班准时签到，工作遵守纪律，立足岗位履职
尽责，一切按制度办事，已蔚然成风。

咸安区林业局

履职尽责动真格

市审计局

举办“清风满家”道德讲堂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霍庆东、肖迎

春报道：为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承良好
家风家训，5日，市审计局开展了以“清风满家”为主
题的道德讲堂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七个一”开展，即唱一首歌曲，
看一部短片，诵一段经典，讲一个故事，写一句格
言，作一个承诺，送一份吉祥。 活动在一曲《十送红
军》的悠扬歌声中拉开序幕，随后，大家共同观看了
颂扬清廉家风的动漫短片《水滴石穿》、诵读了诸葛
亮的《诫子书》，并畅谈个人家风家教的故事。

该局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向身边的榜样学
习，从小事做起，忠于职守、依法审计、廉洁奉公，在
奉献中争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通城地税局

廉政回访强效能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李方正、张洞石

报道：今年来，通城县地税局狠抓廉政跟踪回访，着
力加强行风效能建设，收效明显。

该局制定完善《廉政跟踪回访制度》，明确回访
原则、回访对象和纪律责任等具体事项，下发《廉政
跟踪回访表》，切实强化廉政监督。

针对税务人员执法是否到位、是否廉洁从税等
情况，该局组织开展查前约谈和查后回访。截至目
前，已发放廉政回访表50余份，组织座谈4次，发现
并整改问题15个，增强了税收执法透明度。

该局结合“作风建设年”及“履职尽责督促检查
回头看”活动，认真梳理反馈意见，将廉政回访情况
纳入绩效管理考核，并作为干部评先评优、选拔任
用的重要依据，有力提升了地税干部工作质效。

市计量所

服务企业零距离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高树军、蔡瑾

报道：6日上午，市计量所组织检定人员到咸宁石化
油库开展现场检定工作，共检定压力表41块，合格
率达到98％以上。

由于咸宁石化油库的特殊性，企业无法采取送
检的方式进行压力表检测。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
为企业减轻负担，市计量所将压力表检定装置移到
了现场，为企业提供计量检定零距离服务。

在检定中，检测人员严格把好调试关，对虽经
检定合格但出现较大偏差的压力表及时进行调试，
消除安全隐患；对出现超差不能调试合格或损坏不
能修复的压力表，一律停止使用。同时，该所努力
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高压力表使用单位
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塘湖镇

开展交通安全集中整治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陈坤报道：1日

起，通城县塘湖镇启动为期3个月的道路交通安全
集中整治行动。

塘湖镇是一个资源型工业镇，盛产石灰、水泥、
灰渣砖、碎石，产品占全县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货
车超限超载裸运问题突出，严重影响镇容镇貌和群
众生产生活环境，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9月1日起，该镇启动交通安全整治“五强化工
程”，即强化隐患道路整治、强化路面执法监管、强化
车辆安全监管、强化驾驶人源头管理、强化企业主体
责任落实。通过专项整治和区域性联合整治，严查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目前，该镇已在重点路段设立警示牌5块，3个
重点路口设置检查点，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的要求，切实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8月31日，新学期一开学，崇阳县石城食药监所
执法人员来到辖区中小学校，开展“食品安全进校
园”主题宣教活动，全力提升师生的食品安全意识
和识假辨假能力。 通讯员 锦阳 彭壵 摄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蔡晓军报
道：昨日记者获悉，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协
会近日发布信息，由我市规划局承担的
“咸宁市大测绘数据及平台的融合与应
用”项目，从全国272个参评项目中脱颖而
出，荣获2016年国家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咸宁市大测绘数据及平台的融合与

应用”项目是市规划局在地理信息建设与
应用中逐渐探索出的一项技术应用成果，
解决了为全市各部门提供实时在线测绘
产品服务的技术问题，基本内容包括“一

平台、二系统、五应用”。
其中，“一平台”是指咸宁市基础地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如同测绘产品前台服
务窗口，平台按需提取测绘产品，满足客
户端需求；“二系统”是指咸宁市测绘生产
服务一张图系统和无人机航测管理系统，

这两系统如同两个数据生产加工厂，将外
业采集数据经过“流水线”式生产加工成
标准测绘产品，然后提交“一平台”提供服
务；“五应用”是目前正分布在市规划局、
市公安局、市政法委的5个应用客户端，
该客户端在大测绘数据支撑下提供辅助
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以及社会综合服务
管理。

据悉，该项目经过4年跟踪维护运行，
期间通过不断完善和提高，在大测绘数据
融合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有望为全市地
理信息时空大数据中心建设技术支撑。

我市大测绘数据项目

荣获国家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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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税局

上下联动抓实基层党建
本报讯 通讯员胡庆华、汪淼报道：“党是根据

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
……”9月5日，在通山县地税局第七党支部活动
室，全体党员整齐着装、佩戴党徽，在支部第一副书
记甘锐锋的带领下，齐声诵读《党章》。与此同时，
全市地税系统61个基层支部、1000余名党员，分别
在各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市地税局在6个县、市（区）局各选定1个支部，
从机关选派6名年轻党务干部挂职第一副书记，专
职督促、指导基层支部党建工作，打造基层支部建
设样板,将从严治党、从严治队的责任、要求、措施
延伸到每一个基层支部，落实到每一位党员，激活

“神经末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