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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十月文旅活动精彩夺目
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我市各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为广大游客提供的丰富“文旅大餐”让游客大呼过瘾。这个十月，咸宁

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今年51岁的高建军，是市林业局驻通城县大坪乡栗
坪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2018年2月9日入驻栗坪村。

驻村以来，高建军带领队员，和村干部一起，积极
争取政府和相关部门支持，不断巩固脱贫成效。共争
取市林业局帮扶资金71万元、财政和产业扶持资金90
余万元、美丽乡村和高产田改造项目资金400多万元。

目前，村级43千伏安光伏电站正常运营;加强了村
级100亩油茶基地管护，带动群众发展油茶120亩;建
有村级50亩艾叶基地;投资58万元入股合作社，村集
体每年保底收益5.6万元，2018年村集体经济收入7.7
万元，今年预计突破10万元。村主导产业为种养业，建
有10个合作社，带动全村群众发展牛、羊、猪、家禽，种
植油茶、优质稻、中药材等，2019年预计全村群众种养
业收入450万元。建成村组公路20公里，实现了公路
到村到户全面硬化、绿化、亮化、洁化，村基础设施全部

建设到位，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高建军一身正气，对危害集

体和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斗争、
毫不含糊。

村里有两处非法采石场，开
采已有两年了，村里无任何收

益，而且破坏生态、压坏公路、毁坏水利设施、污染环
境、噪声扰民，群众意见很大，反响强烈，影响极坏。高
建军与县森林公安联系，通过多个回合，最终关停了这
两处非法采石场，并责令业主对采坑进行回填、绿化或
栽种中药材，修复被毁水渠、涵管，群众普遍表示满
意。后又对非法洗沙、养猪场污染等侵害群众利益的
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取缔了非法洗沙，责令养猪场开
展污染整改。

村支书李秀龙说：“像高书记这样的干部我见得不
多！一身正气、一心为民！”

高建军心系群众，经常走村入户，想方设法为群众
排忧解难。

建档立卡户许五祥，原是“穷光蛋”一个，通过工作
队的不懈帮扶和他自己的勤劳苦做，以政府扶持的6只
羊起家，如今形成23头牛、107只羊、800多只鸡的养殖
规模，实现年产值35万元，一举被评为全市“脱贫之
星”。

高建军立足基层，扶真贫、真扶贫，得到群众的广
泛认可。脱贫户胡定香说：“高书记比我儿子还好！儿
子一年只回来看我一次，高书记是经常来帮我。”老党
员肖亚州说：“高书记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高建军：一身正气的扶贫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贺春音 通讯员 曹杰 周雨

孙海泉：民生小事的解难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贺春音 通讯员 曹杰 周雨

2017年10月，受组织委派，52岁的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副调研员孙海泉，到嘉鱼县陆溪镇虎山村担任驻村队长、第
一书记。

孙海泉到虎山村的第一件事是抓班子建设。他与村
“两委”一道落实“三公”：一是在指标评选上公道，二是在资
金分配上公示，三是在政策宣传上公开。“三公”措施的落
实扭转了村两委形象。同时配合完成村“两委”换届选举，
选齐配强了村“两委”新班子5人。新班子中既有80后的
大学本科生，又有90后的复转退伍军人。新的班子充分反
映了群众的意愿，得到了大家的信任。

2019年春节，78岁的“五保”贫困户尹佣淼老人在60
平方米的新房上喜贴春联：上联，国策好危房焕新度春节；
下联，村关怀入户扶贫谢党恩；横批，党恩浩大。望着白墙
红瓦的新房，尹佣淼连说了三个“没想到”：

“没想到有新房住！”由于D级危房补贴只有3万元，而
且要垫材料、垫工钱，村委会一连请了4个施工队都说建不
起。孙海泉和村委会紧急商量增加建房补贴5000元由工
作队单位承担，孙海泉个人自愿垫资1万元。商请的第5
个施工队在签好协议后，当日就开工建设了。

“没想到有这么快！孙书记每天都来看进度，从开工建
设到交钥匙仅用了17天。”

“没想到有这么好！我想到的要求都满足了，我没想到
的孙书记都帮我想到了，新房门前台阶加宽加高了，屋内插
座加多了，院墙加高了粉刷了。是扶贫好政策让我住上了
新房，我们贫困群众感谢党的恩情！”

贫困户尹登全意外医疗补助金代办到账了，他孙子的
社保卡代为补办了，贫困户郑大平被人假冒的“董事长”身
份代办注销了，为讨薪群众代理诉讼的胜诉判决书收到了，
帮助投诉和督办的有严重污染的养猪场搬走了……

孙海泉帮老百姓解决的难事一桩又一桩，他成了虎山
村民生小事的解难人。

孙海泉还一心谋划着虎山村的产业发展。虎山村2015
年以前是典型的“空壳村”，2019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将达
到15万元。他配合各级部门建好油茶基地项目，该项目占
地面积1200亩，与虎山村120户农户（其中贫困户41户）签
订合作协议，采取土地流转、资金扶持、技能培训、劳动务工
等多种方式，让贫困户增收脱
贫，村级集体经济年增收入7万
多元；建好精品苗木基地对外承
包后，村级集体经济年增收入5
万多元；建好光伏发电项目使村
级集体经济年增收入3万多元。

帮 扶 之
——驻村扶贫干部风采录

■《赤壁传奇》陆水河灯光秀
活动时间：10月28日
活动地点：赤壁市陆水河城区段
活动内容：表演游船节目，举办烟花秀、音乐喷泉秀。

■ 第七届黄袍山户外帐篷文化节
活动时间：10月下旬
活动地点：通城县塘湖镇大埚村、望湖村、荻田村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将开展露天摇滚、篝火晚会、登山穿越、生态观

光、啤酒烧烤、品农家菜等多个活动项目。

■ 中国青砖茶博物馆开馆
活动时间：10月28日
活动地点：中国青砖茶博物馆
活动内容：中国青砖茶博物馆地处赤壁市羊楼洞古镇，馆址设在

近代俄商茶厂基址附近。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设定为“中国青砖茶的历
史”，藏品繁多、史料详实、系列完整。

■ 羊楼洞明清古街开街暨电视剧《羊楼洞传奇》拍摄开机仪式
活动时间：10月28日
活动地点：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复兴街与庙场街交汇口
活动内容：表演三国文化、茶文化等方面的文艺节目，为古街开街

龙狮点睛，为电视剧《羊楼洞传奇》开机揭幕。

■ 万里茶道源头探寻
活动时间：10月30日
活动地点：赤壁市各大景区
活动内容：10月29日，2019“一带一路”国际茶产业发展论坛暨

第五届中国茶业大会在赤壁市羊楼洞召开，届时将安排专业团队导
游，组织与会嘉宾到赤壁市各景区参观，探寻万里茶道源头。

■ 通城大坪内冲瑶族风情村开园
活动时间：10月中下旬
活动地点：通城县大坪乡内冲村
活动内容：该项目以内冲瑶族村为核心区域，通过融合当地药材种植产

业，完善“康养度假”配套设施，建设果蔬采种体验基地，发展农业观光旅游。

■ 2019 中国·崇阳首届白崖山全国登山越野挑战赛
活动时间：10月13日
活动地点：崇阳柃蜜小镇旅游度假区白崖山风景区
活动内容：白崖山风景区位于崇阳县青山镇境内，海拔近千米。

此次大赛事设20km越野及5km徒步两个组别，总规模500人。

■《咸宁考古四十年——展示咸宁历史守护香城宝库》展览
活动时间：10月中旬
活动地点：市博物馆三楼临时展厅
活动内容：集中展出 1976 年—2019 年咸宁考古发现及相关考古

成果，用咸宁40年的文物考古成就，向国庆献礼。

■ 博物馆文化进校园
活动时间：10月16日
活动地点：咸安区桂花镇柏墩中心小学
活动内容：开展博物馆文化进校园活动，讲述《崇阳铜鼓》《甬钟》

《石破天惊》等文物故事和知识，在寓教于乐的体验活动中，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 文化扶贫送戏下乡
活动时间：10月中下旬
活动地点：咸宁市贫困乡村
活动内容：精选歌舞、曲艺、戏曲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结合

精准扶贫、平安法治、生态发展等政策宣讲活动，将党的政策和文化大
餐送到百姓家门口。

■ 崇阳县锦绣田园风光摄影展
活动时间：10月
活动地点：柃蜜小镇旅游度假区白崖山景区
活动内容：邀请各地摄影家及摄影爱好者来柃蜜小镇采风，着重拍

摄白崖山上的云海、奇木、怪石等特色景观，举办锦绣田园风光摄影展。

■ 第七届“香城大舞台”咸宁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第三届
“南鄂群星奖”造型艺术展览

活动时间：10月15日—10月30日
活动地点：市美术馆
活动内容：精选本地艺术家创作的150幅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展览活动。

■黄袍山首届菊花文化节
活动时间：10 月10 日开幕
活动地点：黄袍山国家油茶示范园
活动内容：本届菊花文化节期间，以“文明和谐园·魅力黄袍山”为

主题，展示以菊科和亚菊科为主的秋季露地花卉15 万余株（盆）。

■ 香城书房活动
“樊登读书会”开放式读书分享活动，活动时间：每周五晚

7:00—9:00
本地作家作品欣赏会，活动时间：10月下旬
咸宁义工协会团队读书分享活动，活动时间：10月中下旬

“家风家教”主题讲座，活动时间：10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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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名称

金桂明珠

上上城

丹桂天下

物业服务企业

咸宁市宁洁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咸宁市伟创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咸宁怡安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存在主要问题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岗位职责等未示。2、

绿化存在缺棵少植、黄土裸露、养护不足。3、部分楼道未打扫干净，墙面存在“牛皮癣”。4、消防通道存
在堵占现象，消防车道存在停车堵占现象，非机动车未按照规定停放。5、业主投诉、报修、求助等记录
不全，回访记录不完善。6、物业工作人员不在岗，管理混乱。7、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监控设备存在坏损，未及时维修。
三、消防安全：1、室内消火栓管网无水，2、存在楼道堆放杂物和电动车“飞线”充电问

题。3、未建立有效的消防日常检查、维修台账。
四、小区内停车位不足，停车管理混乱：小车未按车位有效停放，电动车、摩托车乱停乱放。
五、小区文明创建：1、关于未成年人宣传内容缺失。2、市民文明公约、社区居民文明公约缺失，文明养犬

规定和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未按要求标准实行。3、未达到每100米不少于3处公益广告的要求。
六、政策法规宣传：政策法规宣传不到位，小区内未按要求设置政策法规宣传专栏。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小区未有“四公开一监督”公示牌。2、小区僵尸车辆较多，存在
飞线充电现象。3、楼道卫生需加强。4、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1、垃圾桶严重破损。2、监控设备存在坏损，未及时维修。
三、消防安全：1、室内消火栓管网无水，2、存在楼道堆放杂物和电动车“飞线”充电问

题。3、未建立有效的消防日常检、维修台账。
四、私搭乱建问题：小区业主阳台安装有卫星锅，存在坠落安全隐患。
五、小区文明创建：1、关于未成年人宣传内容缺失。2、市民文明公约、社区居民文明公

约缺失，文明养犬规定和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未按要求标准实行。3、未达到每100米不
少于3处公益广告的要求。

六、政策法规宣传：政策法规宣传不到位，小区内未按要求设置政策法规宣传专栏。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物业办公场所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
准、岗位职责等未在小区公共区域公示。2、电梯、墙面存在“牛皮癣”。3、业主投诉、报修、求
助等记录不全，回访记录不完善。4、物业管理无痕迹，相关管控表格和台账缺失。5、绿化维
护保养不到位，部分树木枯死，绿化带枯枝落叶较多。 6、保安服务：无排查、无询问登记、无
巡逻记录。7、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1、地下车库电梯出口缺少灯光.2、路灯不亮。3、监控系统瘫痪。
三、消防安全：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故障停用，无联动功能；2、室内消火栓管网无水；3、

消防控制室值班未持证上岗，不会操作；4、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未建立消防管理台账；
四、违规搭建：小区整体顶楼违建严重、车库改造商业及住户多。
五、小区文明创建：1、基本没有创文宣传内容；2、小区卫生需要加强。
六、政策法规宣传：政策法规宣传不到位，小区内未按要求设置政策法规宣传专栏。

整治意见
下列问题，请于10月24日前按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整改到位：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完善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岗位职责等公示内容。2、完善小区值班制度，加强小区管理。3、及时清理绿化带白色垃圾杂草，加强对小区绿化

日常维护保养。 4、加强小区内卫生清洁力度，尽快处理小区内杂物堆放问题，及时清理墙面“牛皮癣”。5、及时清理楼道垃圾，杜绝乱堆乱放现象。 6、完善各类台账，加强小区内管理力度。7、按照
市人民政府办《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街道办事处依法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选举成立业主委员会，请物业公司积极配合街道办事处组建小区业主委员
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及时维修小区内公共设施破损问题，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三、消防安全：1、确保消防管道处于有水状态。2、制定方案，加强对全体工作人员的消防知识培训，提高全员消防意识，安排有资质的人员值班。3、落实加装充电桩的计划安排。杜

绝飞线充电现象。4、建立有效的消防检查维修台账。
四、小区停车位不足，停车管理混乱：广泛征求业主意见，积极商定小区车位改造、新增方案，住建、城管、消防等部门配合审查。
五、小区文明创建：责令严格按照《咸宁市住宅小区文明创建专项整治提升方案》要求，于10月24日前按要求整改到位。
六、政策法规宣传：严格按照《物业行业政策法规集中宣传方案》要求，在小区每个出入口显著位置设置5米*1.4米的政策法规宣传栏；每个单元楼栋必须按照《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下列问题，请于10月24日前按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整改到位：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完善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岗位职责等公示内容。2、加强小区内卫生清洁力度，尽快处理小区内杂物堆放问题，及时清理墙面

“牛皮癣”。及时清理楼道垃圾，杜绝乱堆乱放现象。3、完善机动车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任，对临时停放的机动车实施临时停车划线，设置非机动车临时停放点标示。及时清理僵尸车和
废旧自行车。4、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街道办事处依法组织召开业主大会，选举成立业主委员会，请物业公司积极配合街道
办事处组建小区业主委员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1、关于电梯管理，必须强化电梯安全培训，持证上岗，增强主体意识。完善一梯一档资料。积极开展应急救援活动，强化日常巡查，及时维修破损监控设备。2、及
时修理破损的公共设施，加强小区安全管理。

三、消防安全：1、确保消防管道处于有水状态。2、制定方案，加强对全体工作人员的消防知识培训，提高全员消防意识，安排有资质的人员值班。3、落实加装充电桩的计划安排。杜
绝飞线充电现象。4、建立有效的消防检查维修台账。

四、私搭乱建问题：责令你公司加强对卫星锅安装的管控。及时消除坠物安全隐患。
五、小区文明创建：责令严格按照《咸宁市住宅小区文明创建专项整治提升方案》要求，于10月24日前按要求整改到位。
六、政策法规宣传：严格按照《物业行业政策法规集中宣传方案》要求，在每个小区出入口显著位置设置5米*1.4米的政策法规宣传栏；每个单元楼栋必须按照《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配装“物业部门职能职责划分和投诉举报电话”告知牌。
下列问题，请于10月24日前按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整改到位：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完善小区各类台账管理和人员登记制度。2、完善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岗位职责等公示内容。3、加大小区楼道卫生清理力度、

及时清理楼道垃圾，杜绝乱堆乱放现象。4、及时清理绿化带白色垃圾杂草，加强对小区绿化日常维护保养。 5、加强小区内卫生清洁力度，尽快处理小区内杂物堆放问题，及时清理墙面
“牛皮癣”。6、加强保安巡逻，强化责任意识，加大小区管理力度。7、按照市人民政府办《关于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民政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街道办事处依法组织召开业主大
会，选举成立业主委员会，请物业公司积极配合街道办事处组建小区业主委员会。

二、监控设备：及时更换不亮路灯，尽快落实监控系统维护工作，加强小区安全防范意识。
三、消防安全：1、物业企业应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清坚决制止堵塞消防通道问题。2、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建立消防管理台账。加强对全体工作人员的消防知识培训，提高全员消防意

识，安排有资质的人员值班。
四、违规搭建：责令你公司再次联系咸安区城管执法局进行依法处置。
五、小区文明创建：责令严格按照《咸宁市住宅小区文明创建专项整治提升方案》要求，于10月24日前按要求整改到位。
六、政策法规宣传：严格按照《物业行业政策法规集中宣传方案》要求，在小区每个出入口显著位置设置5米*1.4米的政策法规宣传栏；每个单元楼栋必须按照《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配装“物业部门职能职责划分和投诉举报电话”告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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