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咸宁南苑小区三期项目的工地
门口，有一块LED显示屏，上面用红色
的字显示着工地环境的各项指标数据，
包括PM2.5 指数、噪声、温度、湿度等。
这是实时监测工地环境质量而设置的
噪声扬尘可视化远程监管系统。这也
是南苑小区三期智慧工地的一角。

7月12日上午，市住建局组织全市
住建和安全监管机构相关负责人、在建
工程施工企业、监理企业安全管理人员
共300余人，观摩咸宁城区南苑小区三
期、哈佛城项目“智慧工地”现场。

所谓智慧工地，就是将人工智慧、
传感技术、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技术植入
到建筑、机械、人员穿戴设施、场地进出
关口等各类物体中，并且被普遍互联，
形成“物联网”，再与“互联网”整合在
一起。建筑业是一个安全事故多发的
高危行业，运用智慧工地系统，可以加
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降低事故发生频
率，杜绝各种违规操作和不文明施工，
提高建筑工程质量。

据了解，我市目前试点建设的“智
慧工地”有南苑小区三期和哈佛城两
个。

南苑小区三期由湖北工建集团第
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公司将建
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系统、施工现场视频
监控系统、噪声扬尘监测系统、自动喷
淋系统、起重机械数据监测系统、吊钩

可视化系统等运用到了实际的现场管
理工作中，有效提高了施工现场智能
化、规范化水平。

观摩人员重点参观了咸宁哈佛城
的智慧工地。哈佛城项目由湖北雅华
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承建，其中智慧工地
系统由咸宁联通公司建设。现场讲解
人员对智慧工地的 5 个核心功能——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噪音扬尘监控、
远程视频监控、车牌识别监控及大型施
工设备管理进行详细介绍，并辅以宣传
短片、展板介绍，将各种场景、功能和应
用一一呈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对智慧
工地这个概念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和
认识。

“噪音扬尘监控系统，它不仅能够
显示实时监测数据，还能整合存档监
测数据，对历史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如果有指标超标的情况，系统自

动报警，还能通过智能联动，开启降尘
雾炮、自动喷淋系统，从监管到治理，
一体化解决。把工地的环境指标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避免施工对周围环境
造成污染。”咸宁联通公司的技术人员
介绍道。

“所有的数据在手机上一目了然，
扬尘超标，手机一点就可以开启降尘雾
炮和自动喷淋系统。”雅华建筑公司项
目经理张原在手机上给记者演示。

我国目前正在推行建筑工人实名
制。推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有诸多
好处。如过去存在仅凭口头协议招工
或工人上工靠人工记载等情况，发生工
伤和欠薪时，工人维权困难。推行实名
制后，工人举证维权相对容易，也便于
有关部门掌握信息，帮助工人处理劳动
纠纷。此外，建筑工人流动性大，采用
实名制管理后，工人的个人履历、技能等

级等信息录入平台，企业一查即可显示
工人的履历档案，工人找工作更方便，也
有利于形成职业化的劳务工人队伍。

在哈佛城项目入口，设置了高速人
脸识别门禁。只有实名制登记的工人，
才能刷脸通过闸机，进入工地。工地门
禁系统与住建部信息平台进行了联网
对接，工人的考勤、工资发放等，都可以
在网上看得一清二楚。

“‘智慧工地’对施工项目传统管理
和生产方式是一种巨大变革，在维护农
民工权益、规范管理流程、加强安全监
管等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观摩人
员纷纷表示。

“今天观摩的两个项目是‘智慧工
地’的试点，下一步，我们将在建筑工人
实名制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智慧工地的
建设，为咸宁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市
建工处处长汪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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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
立常委会，是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一个重要举措。40年来，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履职尽责，开
拓进取，为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作出
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新任务对人大工
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地方人大及其常
委会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要求，
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

的决策部署，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
好立法、监督等工作，更好助力经济社会
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自觉接受同级
党委领导，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接地气、察民情、聚民
智，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
祉。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和水平，增强工作整体实效。

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
谈会18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并
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各级
人大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新时代人大工作
水平。

栗战书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总结
并坚持地方人大工作的经验，不断丰富和
拓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特色、时代
特色。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按照党中央对人大工作的要求，全
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认真做好立
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担负起宪法法律赋
予的各项职责。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

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使人大工作更
好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增进人
民福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王晨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并主持座谈会。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7个地
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发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万
鄂湘出席座谈会。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
委会各工作委员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等参
加座谈会。

习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红军，红军；前进，前进”，在当年的红
军大学门前，当被问到是否知道红军时，仅
有四岁的杜豪宇小朋友拉着姐姐唱起了一
首童谣。在这个叫作南腰界的重庆山区小
镇，红军的故事伴着一代代人长大。

“1932 年 8、9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
误，红三军在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撤出洪
湖地区。经过艰苦斗争，红三军在1934年
6月4日进驻南腰界。”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红色景区管委会主任白明跃介绍。

“我家世代住在南腰界，听老人说，贺龙
老总带部队来的时候分散住在村民家中，在
红军队伍里，为房东家挑水、打扫是纪律，每
到农忙时节，战士们还会下田助民劳动，红
军为我们做过太多的事情。”每每提起红军，
当地村民杨继川总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1934年8月初，国民党军进犯初创的
黔东革命根据地。

南腰界镇副镇长甘红光介绍说，红军闻
讯后，立即派遣一个团星夜回援。顽匪抵挡
不住攻势，便挟持百余群众躲进由大青石建
成，水田环绕，易守难攻的冉氏祠堂。因担
心误伤群众，红军奉上级命令，将祠堂团团
围住，并对敌匪施压，迫使其释放了群众。
总攻时，红军用自制土炮打开缺口，突击队
员趁夜色翻入祠堂，与敌展开肉搏，最终全
歼敌人。

1934年10月，红三军接应到了由任弼
时、萧克率领，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出
发的红六军团。27日，两军及附近游击队
共8000余人在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

红军主力离开了南腰界，但这里的红色
情缘并未断绝。在镇上一座土地庙的墙壁
上书写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军阀
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
埃）政府”等十条施政纲领。这是中共六大
所确定的《十大政纲》。这样的标语怎么可
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保存下来呢？

原来，在红军撤离后，南腰界人民用加
盐巴的石灰水填写标语，再用黄泥、草木灰和锅烟灰涂
抹，使标语“隐藏”起来并保存完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在当地老人的回忆下，文物部门才发现了这
处遗迹，并将其妥善保护。

走在今天的南腰界镇，可以看到“红军”是最鲜明的
元素。这里的道路叫作“红军中街”“红军新街”，这里的
医院叫作“红军医院”，这里的小学院墙上也镌刻着五角
星。红色记忆不仅是南腰界人历史上的骄傲，也激励着
他们在今天为幸福而奋斗。

“家里现在有五口人，年人均收入能有8000多元，
日子过得比原来好多了，红色的故事咱们也要继续讲，
我爷爷讲给我，我也讲给孩子们，一代代传下去。”杨继
川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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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地，为咸宁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贺春音 通讯员 林世海 曾令琢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员李
俊报道：记者昨日从市住建局获悉，
从本月开始，我市将开展为期半年的

“物业走进千万家”政策法规宣传活
动。

为切实加强和改进我市物业服
务与管理工作，全面提升物管服务水
平，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和广大业主关
心、支持、参与物业管理工作，促进行
业快速健康发展，市住建局组织了此
次活动。

活动主要通过以案说法以及专
项活动检查形式，针对行业面临的

“短板、难点”以及群众反映的热点问
题形成系列宣传。大力宣传物业管
理法律、法规、政策，增强市民的物业
服务合同意识及对物业管理服务的
认同感；强化和明晰行业各职能部门
监管职责；通过物业突出问题集中整
治活动，全面宣传和树立先进典型，
以点带面，促进行业协同发展；通过
集中整治，曝光突出问题，及时回应
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打击和惩戒问
题企业、问题项目，以强大的社会舆
论压力督促物管企业整改提升。

尤其是对市民关心的建设单位

的保修责任、专有部分的维护、共用
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专业经
营设施设备的维护、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使用等问题，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
员将会在各小区现场进行详细的解
答。

“通过物业管理宣传活动，力争
实现物业行业整体水平全面提升，群
众满意度明显提高；业委会组建成功
率、覆盖率显著提升；业主大会、业主
委员会依法履职意识明显增强；业主
的物业服务消费意识明显增强。”市
住建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我市进行人防工程
消防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员余艳红报道：近
日，市住建局对全市在建、已建人防工程进行了一
次汛期消防安全检查，与责任单位签订《消防安全
责任书》，并对问题突出的人防工程发放整改通知
书，督促整改。

为切实加强夏季火灾防控工作，不断强化火灾
防控措施，全面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水平，
确保全市人防工程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市住建
局制定了《咸宁市人防工程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工作方案》，并按方案要求组织专人对全市在
建、已建人防工程进行了一次汛期消防安全检查。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市城区审批防空地下
室建设项目9个，竣工验收防空地下室项目1个，易
地建设项目48个。

宣传相关政策法规

市住建局开展“物业走进千万家”活动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员陈
世云报道：在垃圾箱固定位置安装电
子标签，清运车辆司机拖运垃圾箱时
扫码……这是咸安区垃圾收集智能
监管的一个工作场景，此举确保了垃
圾“日产日清”。记者近日从市住建
局了解到，城乡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智
能监管目前已在咸安区全面铺开。

据了解，咸安区从2017年其开
始谋划建设城乡生活垃圾综合治理
智能监管平台，该平台包含一个中
心、六大子系统。一个中心：区级指
挥调度监控中心（设在咸安区住建
局）。六大子系统：环卫基础设施管
理子系统、保洁人员智能监管子系
统、作业车辆智能监管子系统、垃圾
收集智能监控子系统、场站视频监控
子系统和监督考核智能管理子系统。

今年2月份，咸安区在官埠桥镇
完成试点，然后全区逐步推行，成为
全市智能监控平台最早谋划、最早建
设、最早投产的县（市、区）。目前，该
平台业务涵盖咸安区11个乡（镇、
办、场）、128个行政村、1411.7平方
公里，服务超过10万户家庭；已安装
9个乡镇转运站视频监控、42辆环卫
车车载监控设备、1784个勾臂箱电
子标签，对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
输、处置基本实现了全过程、全方位
的线上监控。

下一步，咸安区将把乡镇污水治
理、农户厕改和污水治理、燃气管理
等接入智慧监控平台，实现资源整
合，提高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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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抢”忙农事
18 日，钦州市钦南区康熙岭镇横山

村农民在翻耕秧田。
目前，南方正值早稻抢收、晚稻抢种

的“双抢”农忙季节，广西钦州市积极组织
农民开展“双抢”。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