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沟桥镇 高标准整改农贸市场
记者 马丽 通讯员 王威

21日早上8点，家住横沟桥镇群力
村的陈女士到横沟农贸市场买菜。这是
她近半年来，第一次走进农贸市场。

“以前，这里又脏又乱又差，我不愿
意来，都是我老公来买菜。”陈女士家开
了一家餐馆，每天采购量较大，在市场转
悠的时间较长。时间一长，陈女士就出
现身体不适感。

这段时间，老公告诉她，农贸市场大
变样。陈女士好奇地来了，惊喜地发现：
市场外占道经营的小摊贩不见了，进市
场的巷道被刷黑了；摊位分类划区、摊贩
归点经营；熟食区、活禽区加装玻璃窗、
玻璃门……

陈女士来到活禽区，跟其中一名摊
贩周朝阳说：“农贸市场整改得真好
啊。”在农贸市场经营20年的周朝阳也
连声称赞：“真是好！下水管道也新修
了。地面脏了，我们扫一扫，冲一冲就
干净了。”

看着两人聊得开心，横沟桥镇创建
办主任盛波说：“好的经营环境，还需要
大家一起维护啊。”周朝阳和围过来的几
名摊主表示，一定维护好。

盛波介绍，农贸市场是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检工作的一个重要窗口。5

月份以来，根据《咸宁市城区农贸市场
及周边卫生秩序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督
办函》的要求，横沟桥镇迅速制定农贸
市场整改工作方案，组建工作专班，第
一时间启动农贸市场整改的设计和预
算工作。

农贸市场的改造工程按高标准执
行。总共投入资金50余万元，对地面、
卖菜台、排水沟、熟食区、家禽区及公共
厕所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在农贸市场设
置快检室，并对农药残留检测进行公示，
在醒目位置设置卫生制度宣传栏，加强
信息公示公开。

5月底必须整改到位，这是市文明
办定的要求。也就是必须在半个月内完
成整改。

对此，镇长王波高度重视，不管工作
多忙，每天早中晚，他必定到现场督办。
而施工队伍也实行“白加黑”工作制度，
轮班作业，快速推进农贸市场整改工程。

5月底，改造工作基本完成。6月1
日，横沟农贸市场顺利完工开市。

开市一个月来，王波依然坚持每天
到市场逛三次。令他欣喜的是，摊主们
的自觉性都很高，稍有不干净，就主动清
扫。

浮山办事处 整体清理老淦水商业城
记者 李娉 通讯员 刘洁

21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咸安天
丽宾馆旁边的老淦水商业城，但见地面
整洁、过道敞亮，即便还有些旧物，也统
统归类摆放齐整，整个环境静谧安好。
今年65岁的汤自树，在家门口摆了桌
椅，正心无旁骛地誊写着一本厚厚的家
谱。

“我在这里住了20多年，现在是最
干净的时候。”汤师傅介绍，这里居住人
员复杂，卫生意识淡薄，为了自己方便，
很多人在房前屋后随意圈占、乱搭乱
建，堆满各种杂物；加上有的养鸡有的
养狗，时间一久，臭气熏天，脏乱到完全
没办法下脚。

老淦水商业城，属浮山办事处青
龙社区，上世纪 90年代初，曾经是咸
安城区最火爆的娱乐地段，红火两年
之后，这里异常冷清，无人管理，不仅
环境脏乱差，各类管线、电线等错综复
杂，安全隐患随处可见，亟需彻底解
决。

青龙社区书记段永玲说，这儿可是
固卫工作的一块“硬骨头”。为了啃下

这块“硬骨头”，5月17日至20日，在市
城管二大队、区城管执法大队、区环卫
所的支持配合下，浮山办事处组织青龙
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及执法队员60余
人，调集5台清运车辆，开始对老淦水商
业城进行整体清理，累计拆除30处木
棚；清理散养家禽30余只；清运垃圾、废
弃物20余吨；清理总面积达2000余平
方米。

老淦水商业城的成功清理，只是浮
山办事处开展固卫工作的一个缩影。
截止日前，浮山办事处已出动6200余人
次，投入160余万元，清理垃圾800余
吨。

据浮山办事处城建办主任李建介
绍，早在2016年年初，浮山办事处就提
出了“爱我美好家园，打造美丽浮山”的
倡议，并挑出几个组和村湾，从完善基
础设施、彻底清理垃圾开始，不断唤醒
村民的爱卫热情，“只有打消群众的观
望心理，人人动手、人人参与，干群齐心
协力，才能真正营造美丽浮山。”李建
说。

市交通运输局 小区杂草清理一空
记者 陈希子 通讯员 叶柳

21日，市交通运输局小区院内除
草机轰鸣，经过两个小时的修整，小
区绿地枯枝杂草清理一空，院内面貌
焕然一新。“小区又恢复了清幽整洁
的环境，真是感谢固卫行动！”在交通
局院内居住多年的一位退休老人说。

小区门卫邹师傅介绍，先前居民楼

有侵占公共绿地种菜现象。“楼上的业主
不敢开窗，但种菜的业主却说是在帮助
小区搞绿化。”邹师傅哭笑不得。

5月份以来，该局在市创卫办的指
导下，结合部门职能和工作分工，多措
并举推进交通小区等包街路段、片区环
境整治、健康教育等，合力打造美丽家

市中医院 一次清理500个种菜盆
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陈柏华 宋徐帆

21日上午，市中医院负责创卫工作
的朱耀凤领着记者来到了医院门口。
这里24小时前还是一处建筑垃圾堆放
处，且杂草丛生，如今垃圾已全部被清
运走，并移栽上了麦冬草。

今年55岁的朱耀凤，在中医院负责
创卫工作已有11年时间。在他的印象
里，创卫最难的工作便是职工用花盆种
菜。

该医院职工宿舍小区里共住有60
多户退休、在职职工，闲暇时都爱种菜，
3000多平米的公共绿地慢慢变成菜
园，500多个种菜盆堆满了花坛里外、走
道上下。而堆肥让小区变得臭气熏天。

今年，我市开始全面迎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年检，花盆种菜难题必须解
决。

5月开始，朱耀凤便逐一上门走访
宿舍区60多个居民。一开始，一些退
休职工很反对。他和其他几位工作人
员并不放弃，利用中午、晚上的休息时

间，多次登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
时，用行动说话，清理了楼道里的“牛皮
癣”、雨棚和卫生死角。职工们看到环
境的变化，纷纷表态同意清理行动。最
后，工作队员们一次性清理了所有的种
菜盆。

走进市中医院职工宿舍，门墙被粉
刷一新，居民小区和小巷走道干净整
洁，绿色植被生长茂盛。

“创卫确实给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
事，我们支持创卫！”该医院职工王全博
说。

今年以来，市中医院制定了创卫复
审迎检工作方案，通过宣传专栏、电子
显示屏、QQ群、微信、内部刊物、悬挂横
幅及职业大会、周会等活动不断宣传发
动，医院上下400多名职工支持创卫的
热情空前高涨，有的职工看到小区有新
增杂物便主动向上汇报，当起了创卫监
督员，有的职工还主动担任义务保洁
员，清理走道垃圾。

咸宁供电公司 清运垃圾120余吨
记者 赵晓丽 通讯员 谌胜蓝

市国税局 清走27车陈年垃圾
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冯李林 郭轶

“房前屋后的坛坛罐罐今天必须
清走，阳台种的南瓜藤也要扯干净！”
21日上午10点多，记者走进市国税
局老宿舍区时，听到代理清运垃圾的
永兴物业公司员工程中祥的话音。
该公司还有两名清洁工正在宿舍区
打扫卫生。

记者看到，整个宿舍区比较清
洁，花坛菜园被清理了，白色垃圾被
运走了，柴火棚、鸡棚也不见了踪影。

市国税局老宿舍建于1983年，里
面住着45户退休老干部或家属，平均
年龄70岁。一些老干部东一片西一
块在花坛种菜来；有的在家门口放个
大坛子装水积肥种花，气味难闻还引
来蚊虫；有的还养鸡……

老宿舍区是市国税局创卫复审迎检
工作的难点。5月初以来，市国税局迅
速成立了创卫复审迎检工作领导小组，
决定首先整治老宿舍区这个“老大难”。

一个月来，小组副组长魏鸥带着
专班人员，节假日也不休息，柔情推
进，不厌其烦地上门做老干部的思想
工作。基本做通老干部的思想工作
后，让永兴物业公司代理清运垃圾，共

清走27车陈年垃圾。现在，市国税局
老宿舍区旧貌换新颜，老干部吴凤智
说：“创卫是好事，环境好了，人也清
爽。”

市国税局的创卫工作涵盖“两楼
四小区一条路”，范围广、单位多、人员
复杂，工作难度大。但他们从创卫有
利于单位、有利于居民、有利于城市的
角度出发，迎难而上，尽职尽责做好各
项工作。

该局投入4万多元，将滨河东路宿
舍临街围墙整修一新，既美化了街面，
还更方便市民通行。该局办公大楼外
墙裂缝、掉渣近500平方米，就及时安
排工人维修。该局每天安排两名工作
人员，做好咸宁大道移动传输局至市
公安局路段的卫生巡查工作，及时宣
传、劝导和协调。国税浮山小区以前
管理相对薄弱，环境凌乱，现在由业主
选出物业管理委员会，实施标准化管
理，不到一个月，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创卫不是一改了之，一铲了之，
我们后续还要做好绿化、美化、硬化、
亮化，持续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
市形象。”魏鸥说。

市城管执法局 用行动解决难题
记者 甘青

20日，市城管四大队大队长刘胜与
20余名同事汗流浃背在余胡路清理垃
圾。当天的温度达到33摄氏度，城管队
员们对着5000余块散落的红砖，不断
重复着这些动作：搬砖，递砖，码砖。此
时，停放在城管队员身后的一辆铲车，
显得有些多余。

按常情，用铲车清理这些砖头，两三
铲就能解决问题，前后不超过十分钟，省
时又省力。“绝对不能用铲车。”刘胜抹了
把汗解释道，建房的村民在角落里盯着
他们，随时会来阻扰。他们帮村民把砖
头码得整整齐齐，他就没话可说。

队员李文华已连续搬了一个小时的
砖头，背也有些挺不直。他挺了挺腰，说
道：“为了减少阻力，提升质效，我们城
管实行了721工作法。即，7分靠服务，
2分靠管理，1分靠执法。我们要通过我
们的服务，让市民不好意思来阻扰。”

约莫又过了半个小时，散落的砖头
清理干净，一面整齐的红墙也码立了起
来。虽然挺辛苦，刘胜与队友却感觉挺
满足，因为今天的清理工作挺顺畅。

两天前，越通华府后边的一条巷道，

让刘胜憋了一肚子的难受。那天，他和
三名队员从中午2点半一直清理到晚上
9点半，其间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一口。

越通华府的后巷清洁整治是个老
大难问题，因为村民的利益多元、观念
多样、思想多变，这里长期存在种菜、堆
积粪桶、杂物、建筑材料等痼疾。

城管着手清理后，各种阻扰就接踵
而至。恶言恶语、用刀具吓唬、阻拦挖掘
机……对此，刘胜跟他们耐心做工作。

“你自己闻闻这臭味，能受得了吗？”刘胜
问。“嘿嘿，真是受不了。”群众说。清理
工作就在反复的劝说、阻扰、清理中艰难
推进。

当清理工作结束，不少村民拉住刘胜
说道：“你们城管，真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
好事。”刘胜感觉付出的一切都挺值。

其实，在固卫复审过程中，城管遭
遇的各种困难、委屈有很多。刘胜一句
话道出城管队员们的心声：“城管的职
责是依法开展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
序，我们要做到的是‘我为人人’，不奢
求‘人人为我’，但希望得到社会的理解
和支持。”

市城管人员搬砖

5月初，我市迎来创卫复审迎检工
作。全民动员，备战迎检。短短一个多月
时间里，人们已深深感受到城市的巨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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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在城区三号桥附近的温铁
巷，65岁的李爹爹在巷子里悠闲地漫
步。看着干干净净的巷子，李爹爹觉得
舒心不已。

以前，李爹爹每每路过这条巷子，恨
不得脚下生风，马上离开。“从前这条巷子
简直太不像样了，卖菜的、卖早点的，堵得
水泄不通。路上垃圾遍地，一到天热臭
不可闻。墙上贴满了‘牛皮癣’……”

在这生活了 30多年的李爹爹认
为，这里简直是市区“脏、乱、差”的典型
代表。

自我市创卫工作开展以后，这些问
题一点点得到解决，温铁巷正呈现出喜
人的变化。特别是最近，随处可见的垃
圾被清理干净，牛皮癣也被铲除，占道
经营的小摊贩也不见了……

这些变化与国网咸宁供电公司的
努力密不可分。

该公司分管创卫的邓姓负责人介
绍，虽然这是一条公共道路，但公司还
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改
头换面：对小摊贩进行规劝，对垃圾安

排人每天12小时巡逻清理，对“牛皮
癣”集中、彻底清理……

负责清理的老员工卢东南见证了
大家的辛苦。“下雨天我们还穿着雨衣
清理，有一些卫生死角车进不去，只能
一袋袋地把垃圾背出来。”年近60岁的
他亲自上阵，每天累得腰酸背痛。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条有口皆说
脏乱差的背街小巷，如今彻底大变样，
得到了居民的一致称赞。

温铁巷只是该公司创卫成果的一
个缩影。

据了解，面对此次创卫工作，国网
咸宁供电公司高度重视，每周对辖区卫
生进行现场督导，层层压实责任。全面
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截至目前，共
组织工作人员73人次，清运垃圾120
余吨，墙面刷白及清除“牛皮癣”约
1200平方米，修剪责任区绿化带1000
平方米。

为了保证创卫效果的可持续，该公
司后期将继续加强加大巡查整治力度，
为市民打造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市交通局

市中医院职工宿舍

●

温铁巷

市国税老宿舍区

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了

老淦河商业城

横沟农贸市场

园。
该局及所有局直单位在单位小区

门卫处放置“门前四包卫生监督岗”，在
已购置除“四害”药物的基础上，在大楼
四周及小区内，按照每20米放置一处的
标准共设置40个毒鼠站；另疏通冲洗了
沟渠并进行了加盖，全方位清理了卫生
死角，小区卫生环境得到全面整治。

此外，该局还利用媒体平台营造创
卫复审迎检氛围，在局电子显示屏播放
宣传标语，在门口大厅放置宣传栏。局
直单位、中心客运站、公交站台也做到
了有宣传栏，电子屏滚动播放相关内
容。同时，长途客运车、出租车、公交车

车窗上粘贴宣传标语或公益广告，并召
开驾驶员巩固创卫成果培训班，充分认
识固卫工作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向乘客
宣传创卫知识。

从6月2日开始，该局已抽调专班
人员组成固卫包街督察组，每日分时段
上街，检查督促包街路段、片区绿化带、
道路、商铺环境“门前四包”卫生落实情
况，并参与社区街巷环境卫生管理，广
泛宣传固卫重要性。

“创卫行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该局工作人员表示，将按照目标不
动摇、强化措施不放松的要求，进一步
推进卫生保洁工作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