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区公共艺术的整体性要求其风格
设计应符合城市历史文化、现代文明要
求、经济实力以及地域特点。有些城市因
为这些特色街区而享誉国内外，每个城市
都应该有其独特的特点。”市社科联课题
组负责人吴一方介绍。

如何打造城市品牌化公共艺术形象
街区？吴一方表示，首先，要采取小微规
模、多个单元的灵活更新方式。根据社会
的发展状况，相对灵活的调整城市现有公
共艺术建设，使现有资源发挥其最高效
益，实现最高的价值。

其次，缝合织补、渐进式更新，成熟一
片改造一片，以此保障历史地段、历史文脉

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例如，保持街面社
区格局的同时，扩大公共空间、增加茶文化
相关休闲设施、更新茶文化相关绿化景观，
让公共艺术和空间设计找到施展空间，复
兴万里茶道，在保护城市历史风貌的同时，
着重增加文化传播和展示的功能。

最后，采取多元主体、有机更新的模
式。结合不同小微更新单元的属性特征，
除政府和开发商外，引入社区组织、社会
团体、文化名人、权属单位、经商者、原住
民等，不同的改造主体在规划引导下，选
择契合自身诉求同时又符合城市公共艺
术微更新要求的改造方式。

品牌化公共艺术形象街区的保护与

更新重点，是如何在延续历史文脉的前提
下，完善街区结构与城市公共环境的重组，
塑造咸宁城市历史风貌与现代城市生活的
和谐共融。如杭州的清河坊历史文化街
区、沈阳中山路历史文化特色街区等。

吴一方说，单纯的保护已经不再适应
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应多将其与现代商
业、旅游休闲进行文化元素的结合，坚持
保护与开发并重，准确把握街区的文化支
点，找到旅游运作的卖点，加以市场开发，
把历史风貌的特色街区建设成为商旅互
动的精品。

社区空间公共艺术提档升级，基层政
府、设计团队、社区居民应当加强合作关

系。由社区找专业的设计师团队进入社
区，进行专门的空间关系和社区营造；社
区居民积极参与建设，确立建设主题；通
过举办“城市空间艺术季”评选活动，评选
建得最好、最有文化特色的街区等。吴一
方说：“由市规土部门请社区组织、居民和
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坐到一起，策划城
市空间的更新策略，群策群力下，我们的
城市将会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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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年审难过关

3谈好合同签不了

2投标竞争无胜算

今年5月10日下午，一伙人急切地
找到咸宁市工商局信用监管分局，请求将
公司从异常名录中移出，言语中满满是焦
虑。

工作人员热情接待，给他们每人倒了
一杯水，抚慰他们的情绪。坐静后，其中
的刘总细说了详情。

“我们几名股东投资几千万元建了一

个商厦项目，由于公司事务多，也未在意，
没有报送2016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了
经营异常名录。”公司相关负责人刘总喝
了工作人员倒的一杯茶水后，口气缓和了
些。

“后来，项目建好后去招商，花了很大
的努力引进了一家浙江客商，同意整体承
租开发，各方条件都谈妥了，快到签合同

时，对方突然变卦，这让我们百思不得其
解。”刘总称，好说歹说，对方才吐露真情，
说在网上查询他们企业的信用状况，公司
已处于异常状态，他们的合伙人说这个合
同签不得。

“真没想到未报送年报对公司的信用
影响有这么大，这个教训太深刻了，这个
错误今后绝对不会再犯了！”刘总诚恳地

说。
5 月 11 日，刘总安排专人补报了

2016年度年报，工商人员进行了实地核
查，就在工商部门依法将其移出异常名录
后，他们迅速在网上报送了2017年度年
报。

事后工商人员回访得知，这家公司招
商活动正常开展。

王某是我市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
当地商界颇有名气，经过多年打拼，挣得
了一份基业，于是他想有更大的作为，当
一名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为社会贡
献一点力量。

前年政协换届，王某被提名为候选
委员。王某十分高兴，还请朋友喝了几

盅，朋友也衷心祝福他心想事成。
过了一段时间，政协委员的事还没有音

信，“是不是有什么变卦？”他心里不踏实，于
是跑到县政协去打听，印证了自己的预感！

原来，他所在的公司已被列入异常
名录，政协委员资格审查未通过。王某
赶紧跑到县工商局了解情况，信用监管

工作人员通过系统查询，发现其名下的
一家公司没有按规定通过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湖北）报送公示2013年和
2014年的年度报告，因而该公司被列入
了经营异常名录。

工商人员还告诉他，公司被列入异
常名录后，今后公司贷款、评先、招投标

等还会受到影响。
年报未报，政协委员当不成不说，还

会带来系列问题，王某懊悔不已，迅速安
排公司人员补报年报，赶紧向工商部门
申请将公司移出异常名录。并组织召开
公司专题会议，指定专人到县工商局学
习年报填报方法及注意事项。

“填写年报一定要认真，数据要一是
一，二是二！”又到一年公司年报时，李某
对会计叮嘱又叮嘱。

为啥他对年报如此慎重呢，这事还
得从一起被搞砸的招投标说起。

李某创办的建筑工程公司颇具规
模，前年下半年，他参加县里一个大型项
目投标，缴纳了几十万元保证金。当时

参加投标的有好几家建筑公司，招标办
对这几家参与投标公司一一进行资质审
核，上网查询发现，李某所在的公司已处
于异常状态，就这样，他失去了竞标资
格。

李某与招标工作人员据理力争，说
这几年一直守法经营，不拖欠农民工一
分钱工资，每年纳税近千万，参与的项目

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在这里摆着，怎么成
了异常呢？

原来，工商部门双随机抽查发现，李
某的建筑工程公司年报上的数据与报表
不一致，属于年报数据弄虚作假行为，根
据《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其公
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李某一时想起了这件事，工商部门

向其公司送达《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
书》时，他还不以为然，不就是年报数据
有点出入吗，还不信工商部门拿自己有
多大的办法。

他一直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没有
修改年报数据，也没有申请移出经营异
常名录。直到参加这起工程项目投标时
栽了跟斗才得到教训。

问城建

如何保养钢琴？
【网民咨询】网民“方芳”咨询，近日家中

孩子报了钢琴班，为了方便练习，于是家中
购置了一台钢琴，但是不知道如何保养。
想咨询，如何才能正确护理钢琴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乐器商行经
理卢先生分享了几点护理钢琴的小知识。

有些人购买了钢琴后，为了省事，会
在钢琴上盖上一块布，这种做法不可取。
塑料布或罩子使空气不流通,会使钢琴受
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容易导致内部机件
的不灵活，音色发闷，金属件生锈，影响钢
琴的使用寿命。

为了保证钢琴的漆膜光亮清洁，应经
常用软布揩擦表面。要清除油渍、汗渍形
成的污点，可用软布蘸上酒精或经过稀释
的洗洁精，在琴面上擦拭后，再用干布擦
净。切忌用丙酮、稀料（香蕉水）等化学剂
擦拭。

钢琴上不要放置不必要的装饰品和
杂物，以免杂物掉进钢琴，使机件发生故
障。也不要把点燃的火柴头、烟头、热水
杯放在钢琴上。以防烫坏油漆。更不能
把盛有液体的容器直接放在琴上，一旦容
器翻倒，致使液体流人琴内，使得内部机
件受损、生锈。

弹奏时，不能用手猛烈敲击琴键或用
脚猛踩踏脚板，以免造成机械损伤和踏脚
弹簧断裂、不要用锐器刻划琴键和漆膜表
面。开闭琴盖时动作不要过猛，以免琴键
受损。钢琴使用完毕应将琴盖等全部关
闭，防止灰尘的入侵。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网民在线

如何让银饰焕然一新？
【网民咨询】网民“一叶知秋”介绍，

去年开始，她迷上了银饰收藏，因为银饰
价格比较亲民，款式又很多样，她便开始
大量收藏。今年夏天，再看到心爱的银饰
收藏品时，却发现银饰都不如以前那么新
亮了。她咨询，如何让银饰焕然一新？

【记者打听】近日，在城区一家珠宝
店工作的周女士解答了该问题。周女士
介绍，现在很多人都偏爱戴银首饰，其实
银和金是一样，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贵
金属，银首饰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会和
空气中的硫化氢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
硫化银。

银饰戴久了就会出现变黑的情况，
如何让银饰焕然一新？用牙膏擦拭，把
牙膏直接抹在银饰上进行擦拭，然后再
加一点水，搓出有泡沫后，把有缝的地方
用牙刷刷洗，避免泡沫进入缝内，这样银

首饰就变得格外干净了。
用棉花蘸点白醋擦拭，黑色的硫化

银便溶于酯酸中，或用隔夜茶浸泡，这样
可以让银饰品再次呈现光泽。

用平常我们喝的可乐，把氧化了的
银项链放进去浸泡，时间大概是12小时，
泡完后把项链拿出来用清水洗干净，擦
干就亮白如新了哦。

用擦银布擦拭既便宜又效果好。一
般买银项链的时候都会随送一张擦银
布，或者到卖银饰的地方买一张回来，用
擦银布轻擦氧化的银项链，很快就会变
得重新闪耀。

还有一种方法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那就是用涂改液，把涂改液涂在银饰品
上，然后在涂改液没有干前用布擦银饰，
绝对有效，而且很实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整

嘉鱼县税务部门

套餐式办税高效性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文报道：“你们的服务真是太周到

了，我就填了一张综合申请表，十分钟就帮我搞定了所有
的业务”。6月12日，新办纳税人嘉鱼县和润家生活超市
十字街店办税人徐琴在嘉鱼县办税大厅有感而发。

嘉鱼县税务部门正积极推行省市税务局新办纳税人
“套餐式”服务，提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个体工商户三类新办纳税人的服务套餐。其内容
包括：登记信息确认、实名办税信息采集、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登记、发票票种核定、发票领用等11类涉税事项。
纳税人首次到办税大厅只需要填写综合申请表，勾选自
己需要办理的业务提交前台办税窗口，后续业务办理交
由前台人员即可。

据了解，自5月份推行“套餐式”服务以来，嘉鱼县办
税大厅整合前台业务窗口，优化人员配置，组织业务培
训，提高业务办理速度，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
境，为纳税人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务。

截止目前，嘉鱼县已有50户纳税人享受此项服务套餐。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网民“王先生”在
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家住温泉龙栖蝶
谷，附近建筑工地噪音扰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决
下问题。

“环境噪音控制法规定是晚10点到第二天6点不允
许工地开工，每晚超过10点工地还在运作。”该网民表
示，工地的大型机械设备还有噪声很扰民，居民们晚上
无法休息，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对此，咸宁市环保局高度重视。经核查，工作人员
回复，该网民反映的噪音扰民建筑工地龙栖蝶谷位于咸
宁大道西段刘怀郭路入口处，该建筑工地内有一口鱼塘
需土石方填土，目前由多个渣土运输公司夜间施工作
业，负责鱼塘土石方填土，造成噪音扰民，影响了附近居
民的正常生活。

目前，该局已联合市城管委、住建委建工处等部门
联合执法，加强城区建筑工地的监督管理。同时，由于
建筑工地渣土运输项目审批权在市城管委，该网民投诉
的噪音扰民问题是渣土运输作业造成的，建议网民将此
类投诉问题向市城管委反映，以便得到及时妥善的处
理。咸宁市环保局已通知龙栖蝶谷项目甲方合理安排
好施工时段，严格控制在22：00点之后禁止施工。

建筑工地噪音扰民
部门：已协调整改

城区电动三轮车非法载客
部门：禁麻工作从未停止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网民“星夜”在咸宁
新闻网（咸宁论坛）上发帖称，温泉中百仓储的门口有多
辆电动三轮车从事载客活动，希望相关部门进行整治。

市公安局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自2007年4月
开始，在中心城区进行“禁麻”行动。2013年为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在市、区党委政府的部署下对城区拼装、改装、
组装正三轮摩托车、电瓶三轮摩托车等进行过专项整治，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近期载客式电动三轮不断增多，甚至出现载客式电
动四轮，给城区交通带来诸多隐患，且由电动车违法造成
的交通事故也在不断增多。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将电动车明确归类为非机动车，而对电动
二轮、三轮摩托车归属却没有明确界定。交警部门已对
城区的电动三轮车载客情况多次进行整治，但由于涉及
群体均为老年人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难度极大，整治效
果欠佳。针对城区电动车的发展状况，该局已提请政府
出台地方性法规规范电动车管理，现已进入听证程序。

垃圾直接倒入河流
部门：已核实整改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网民“匿名”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家住崇阳县白霓镇三
溪村，村里没有配备垃圾桶，村民自家的垃圾一直无处
存放。

“三溪村没有安装自来水，村民大部分都是吃井
水。”该网民说，近期，村民经常看到邻村金星村的垃圾
清理员，将收集的垃圾在三溪桥上直接将垃圾倒入三溪
河中，严重污染了河水。对村民的生存环境构成很严重
的威胁。

针对该网民的情况，该镇综治办立即抽调工作人员
到实地进行调查。工作人员回复，三溪村出资聘请了两
名保洁员，村民每天把垃圾放在自家的门口即可，保洁
员每天早上七点至八点到各家各户收集垃圾，实现日产
日清，另外村里也配有专门的垃圾桶。

关于金星村保洁员将垃圾倒入河中的情况，目前河
面的垃圾已经清理干净，水面清澈，同时工作人员与金
星村支部书记沟通，对方表示会加大本村垃圾清理力
度，决不允许将垃圾倒入河中的事情发生。三溪村的自
来水问题，属于重大事项，村委会将召开村民会议，解决
村民的饮水问题。

如何打造品牌化艺术形象街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企业年报马虎不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晏雄伟

企业按时报送年报，是义务，更是信用。每
年1月1日至6月30日是年报公示时间，工商部
门通过报纸、网络、短信、电话、户外媒介等作了
大量的宣传，但有的没有把年报当回事，有的因
故错过了报送时间，有的则是年报数据不真实，
导致公司被列入异常名隶，公司的负责人和经营
活动都受到了影响，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得不偿
失。

“年报，真的马虎不得。”15日，市工商局相
关负责人举例说明企业不及时年报的带来的严
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