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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23～24日，受中低层西南气流影响，以多云天气为主；25日受高空弱波动影响，有弱降水。具体预报如下：3月23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1～2级，7～24℃;3月24日：多云转小雨，偏南风1～2级，10～22℃；3月25日：小雨转阴天，偏北风1～2级，10～21℃。

在城区乱贴各种各样的广告，市民
都视为垃圾。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这
些广告影响了市民的生活，污染了城市
的环境，损害了城市的形象。

21日，记者分路走访市区，发现种
种不文明的广告。

乱象之一：背街小巷“牛皮癣”屡禁
不绝

21日，记者从市邮政局入口沿开
元巷往里走，路面干净整洁，沿路绿树
成荫，小巷环境还不错。只是，沿途墙
上、电线杆上刷有不少小广告，令人不
爽。

在妇联巷1号小区，大门两侧外墙
被刷白，新贴的办证小广告很刺眼。透
过白色的涂料，隐隐约约能看到被掩盖
的办证小广告字迹。

巷子一小区门口，某某教育、供电
服务、某某公寓、某某搬家……这样的
小广告巷子里有多处，有的刷在墙上、
电杆上，有的贴在楼道口。好多地方虽
然留有被清理的痕迹，但小广告仍屡禁
不止地出现在小区。

“上个星期清理了一批，这个星期
又出现了。”正在巷子打扫清洁的环卫
工人张师傅说，“这些‘牛皮癣’太难清
理了。”

“这些小广告都是半夜弄上去的。
有时我头天打扫卫生还干干净净的，第
二天就发现被刷了小广告。”负责妇联
巷卫生的环卫工人陈师傅说。

“背街小巷的‘牛皮癣’我们每天都
清除，结果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舅）。”温泉花坛社区支委毛超珍说，前
几年市区“创卫”、“固卫”，清除了不少
背街小巷小广告，但这些“牛皮癣”反反
复复，屡禁不止。

毛超珍告诉记者，社区有8个保洁
员，负责15条巷子的卫生。他们的一
项主要任务是清理小广告，配有铲子、
刷子等专业工具。为了清理“牛皮癣”，
社区去年用掉3桶油漆。基本上是天
天查，天天有，白天清，晚上贴，烦不胜
烦。

“太影响城市形象了！”夹皮沟巷
居民王先生对巷子里的“牛皮癣”深
恶痛绝。他建议，应在重点路段安装
监控，严惩那些乱喷、乱贴小广告的
人。

“小区最好设置固定信息张贴栏，
集中发布家政服务、房屋出租、疏通管

道、防水防漏等有用的便民信息。”市民
孙女士建议。

记者点评：背街小巷是城市的“里
子”，其环境好坏与广大市民生活质量
息息相关。文明创建活动既要注重大
街大道这些“面子”，也要重视背街小巷
这些“里子”，给广大市民营造优美的人
居环境。

乱象之二：楼房广告无孔不入
“楼房广告垃圾太多了，简直无孔

不入！”家住御龙花园小区的葛先生向
记者抱怨。

他向记者举例：21日，下班回家，
见到单元楼楼栋大门的玻璃门上粘贴
着一张A3纸张大小的宣传单，上面印
有某健身俱乐部“试营业重磅来袭”广
告。再仔细一看，小区其他楼栋下的玻
璃门上都粘贴着同一广告。

楼道内有广告。台阶侧面有醒目
的小宣传单，有“专业疏通，机械钻孔”
小广告。传单上有明显铲除过的痕
迹。小传单背面有很强的粘性，很难去
除，小区清洁工只得强行铲除电话号码
的某位数。

楼梯转角的一人多高处，墙面上写
有收废品的电话号码。

回家后发现，门把手上插放着一张
宣传单。

该小区曹女士也深有同感。她住
的是电梯房，所住单元楼一楼电梯进
出口处小广告层层叠叠：高价回收烟
酒，开锁，管道疏通，电脑维修，健身房
优惠活动……这些广告基本上铺满了

电梯四壁。电梯里面也经常出现宣传
单。

“我们住户特别讨厌这种广告，整
洁的房门，干净的墙面，完全被这些着
花花绿绿的小广告占满了，影响心
情。”曹女士说。

小区物业管理员说，御龙花园小区
每栋楼都设有门禁系统，不少单元门都
关着，张贴小广告的人一般不易进入。
但有疏忽的住户忘记随手关上单元大
门，这给张贴小广告的人可乘之机。

更令人无语的是，不少公厕也成了
广告传单泛滥的场所。

在温泉购物公园一楼的一个女厕
所内，记者发现，一扇门背后贴了4则
广告，有培训班招生的，有餐馆招工的，
还有公司贷款的 。

这4则广告，有3则是粘贴的宣传
单页，1则是用笔写在门背后。宣传单
页有被人撕毁的痕迹，无奈粘得太紧，
撕不下来，只留下一道道划痕。

记者点评：广告垃圾无孔不入，让
人防不胜防。小区物业管理，应该全方
位、全天候、全覆盖。

乱象之三：车主饱受小卡片广告骚
扰

投资理财、二手车买卖、代开发票、
赌博色情……

很多车主取车时发现爱车被插上
了乱七八糟的小广告。这些小广告被
制成卡片或单页，有的卡在车门缝里，
有的夹在雨刮器上，有的插在车窗缝隙
里，让人很头疼。

“真是烦人，哪来这么多贷款广
告！”21日上午10时许，杨女士把车停
在银泉大道路边，到附近银行办完事出
来，发现爱车车窗上插着小纸片。她随
即拔出广告纸片，揉成一团，用力扔向
旁边的垃圾桶。

记者在附近某大厦露天停车场上
看到，停放的20多辆小车“无一幸免”，
挡风玻璃上全部夹着一张小单页，走近
一看，原来都是贷款广告。

“有时候在等红灯的时候，突然跑
过来一个戴口罩的人，强行把小广告插
在车窗上，我一般都不看，直接扔掉。”
司机赵先生说。

但有一次遭遇令赵先生非常气
愤。那天，他办完事取车，发现副驾驶
车窗外插着一张卡片。当时他没在意，
想打开车窗取下卡片，一不小心卡片顺
着玻璃缝掉进了车门夹层，导致关车窗
时有异响。

后来，赵先生没办法，只好去4S店
请维修师傅帮忙，才取出卡片。浪费钱
不说，还耽误了不少时间。

“现在越来越多这样发广告的，有
时候车辆停在街边，不一会儿挡风玻
璃、车窗上插了几个广告卡片，广告内
容五花八门。”程女士说，知道他们是老
板雇来的，又不好当面斥责，可这样的
行为确实给车主带来困扰，希望有人管
一管。

记者点评：汽车广告垃圾是现代城
市病。现代城市病须有现代治理良
方。有关部门应好好研究，如何对症下
药，药到病除。

谁在乱贴广告？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荣华 庞赟 夏正锋 方达星 陈红菊

聚焦城市不文明现象 ④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

22日上午，全市工业技术改造
工作现场会召开，总结交流经
验，分析形势问题，部署2018年
全市工业技改工作。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何开文，市委常委、
咸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良锋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前，现场参观了咸宁高新
区奕宏精密制造、海威复合材
料、黄鹤楼酒业的技改项目。会
上，市经信委、市财政局、高新区
等6家单位作经验交流。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切
实增强抓技改强工业的紧迫性

和责任感；要充分发挥重点技改
项目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争当
加快建设的排头兵、招商引资的
主力军、转型升级的领航者；要聚
全市之力打好工业技改攻坚战，
以强化领导促攻坚，全力扶持促
攻坚，优化服务促攻坚。

会议强调，各地要在统一思
想、加强领导、项目建设上抓落
实，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推动
技改工作具体化、方案化、项目
化，帮助企业研究新策略、探索
新途径、寻找新方法，协助企业
加快完善项目相关手续，积极促
成项目尽快投产达效。

全市工业技术改造工作现场会要求

打好工业技改攻坚战

本报讯 通讯员龚城浩报
道：5日，崇阳农发行组织行内员
工利用午休时间开展“让行动与
雷锋精神同在”环保公益活动。

该行员工沿着县人民大道
县政府至人民医院，一路上带着
扫把、手套和垃圾袋，沿街清扫
拾捡路边废弃烟头、纸巾等各种

垃圾。通过一个小时的劳动，员
工共收捡两袋垃圾，集中处置到
垃圾处理处。

本次活动，不仅有效保持了
崇阳县街道干净整洁，也让行内
员工们用自身行动来带动和教
育身边的人，让环保成为每个人
的责任。

崇阳农发行开展环保公益活动

本报讯 记者刘丁维报道：
20日，由市民政局和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联合举办的咸宁市社会工
作宣传周暨“同心讲习所”社会组
织讲习班主题活动在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通过演讲、派发
资料、开展义诊、现场志愿服务
等多种方式，宣传了社会工作
政策、专业知识和我市社会工
作特色服务项目等。

近年来，我市通过鼓励社
会工作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水平
考试，不断壮大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已成立了一批专业民办

社工服务机构和志愿服务团
体，支持和引导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在脱贫攻坚、社会救助、精
神康复、社区服务、优抚安置等
领城开展服务。武汉德翼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承接的咸宁市社
会福利院高龄老人社会工作服
务示范项目还获得了2017年全
省优秀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据悉，此次宣传活动以“牢
记社工心，建功新时代”为主题，
激励鼓舞广大社会工作者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在服务国家、服
务社会、服务群众中更好地发挥
作用。

我市开展国际社工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一笑、吴
洁报道：今年来，通山县杨芳林
乡严把“四关”，建设美丽乡村
不走过场。

把好水源保护关。设立宣
传牌和宣传标语，大力宣传水
污染防治知识、政策和环保法
规，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引导全乡干群积
极参与到水源保护上来。

把好垃圾清理关。建立健
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管理机
制，配备 2 辆垃圾清运车，
1000多个垃圾桶（箱）和一支
专业保洁队伍，不断提升居民

环境卫生意识，并不定期巡查
考核。

把好封山育林关。加大巡
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制止盗伐林
木行为，坚决依法打击乱砍乱伐
行为，以精准灭荒行动为契机，
引进适应强、生长速度快山桐子
产业，并积极发动群众植树造
林。

把好企业落户关。坚决不
引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
加大巡查和监管力度，严禁工
业垃圾和污水排向杨芳河流
域；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着力
打造宜居、适游的休闲小镇。

杨芳林乡建设美丽乡村不走过场

本报讯 通讯员鲍红艳、邱洋报
道：近日，国网咸宁供电公司组织党员
代表共计70余人，走进电影院，观看
《厉害了，我的国》，为祖国雄姿点赞。

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全面反
映了近几年以来，我国改革发展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记录下中国桥、中国
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超级工程
的震撼影响以及背后的故事，集中展示
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新发展
理念下中国五年来的伟大成就，展现了

中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上
的伟大奋斗历程，在彰显国家实力的同
时，也体现了国人们不畏艰险、埋头苦
干、开拓进取的美好情操。

观影结束后，党员代表们感叹五
年来祖国的巨大变化，抒发了作为中
国人的自豪情怀。老党员陈涛表示：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也是实现中国
梦的时代。我们是电网卫士，作为国
家电网人，我们更要用实际行动践行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

组织观看《厉害了，我的国》
本报讯 通讯员鲍红艳、邱洋报

道：12日，国网咸宁供电公司各基层
单位会议室讨论氛围热烈，原来是在
开展旨在确保基层班组安全工作取
得良好开局的“十不干 话安全”活
动。

活动现场，班员以口述及笔默
形式互相检查“作业”成效。部分老
班员对“十不干”内容信手拈来，而
部分青年班员则在考问环节脸红、
出汗，捶胸顿足。活动中班组长高

标准、严要求形成示范作用。
通过此次活动，基层班组拉开

全年安全生产工作序幕。该公司要
求班组员工增强理解记忆。借助知
识卡片反复记忆训练，现场常态化
开展考问，实现内容脑海固化。加
深原文理解，确保现场能背诵、能执
行、能讲解。扩大应用范围，将应用
对象从生产现场扩大到日常巡视维
护、外出驾驶中，做到行事有度、令
行禁止。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

确保基层班组安全生产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
讯员陶然、甘源报道：19日清
晨，崇阳县高枧乡中山河上，接
连几天的春雨导致水位上涨，县
水利局党组成员、防办副主任汪
晓雄带领5位工作人员沿着中山
河在开展汛期检查工作。

“我们今天派出了6个防汛
检查组，赴全县各个乡镇开展汛
期防汛安全督查检查工作，进
一步掌握情况，查处隐患，整改
薄弱环节。”汪晓雄告诉记者，
检查组这次所检查的内容包括
水利工程隐患、涉水项目、预案
制定落实情况、蓄水保水情况、

队伍管理情况等11个方面。
据了解，崇阳县已于 3月

12 日正式下发了《关于开展
2018年度汛前检查的通知》，要
求各乡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各
中大型水库管理单位，由领导
带队，管理人员参加，严格按照

“十一查”的内容对辖区内水利
工程和涉水建设项目按照“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开展全面检查，
检查情况要登记造册，归档建
卡。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
该县将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及
时拿出方案进行整改到位，彻底
清除隐患，确保安全渡汛。

崇阳扎实开展汛前检查

赶订单
12 日，嘉鱼县武汉新港潘湾工业

园，湖北一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期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忙
碌。据了解，该公司是专业从事涂料开
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化工企业，目
前，二期新上的包装生产线正式投产，
订单不断，产销两旺。同时，还将引进
水性漆生产线、粉末涂料生产线、专业
地坪漆生产线等，项目全部建成后，将
新增产值2亿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聂夏云 汪中昌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谭昌强
报道：22日下午，新时代湖北讲
习所(咸宁·政协)主题讲座举
行，30余名政协机关干部参加
学习。

市委党校艾国松教授以“党
员干部要履职尽责敢于担当”为
题，结合咸宁工作实际，以及当
前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从履职尽责敢于担当是党员干

部的责任义务、履职尽责敢于担
当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担当做到
履职尽责三个方面进行了讲授。

讲座结束后，参加讲座的干
部表示，将以此次新时代湖北讲
习所(咸宁·政协)主题讲座为契
机，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进一
步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履行好职
责义务，不负群众期望，为咸宁
发展贡献力量。

新时代湖北讲习所(咸宁·政协)举行主题讲座

聚焦党员干部履职尽责
开元巷，新刷的墙面被涂上办证广告 温泉购物公园，公厕门板被乱贴乱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