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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军运会
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新华社武汉10月17日电 今天（10月17日），第七
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备
赛和办赛情况进行了介绍，目前，军运会各项准备工作
已经就绪，已经抵达的各国代表团也积极备战。

本届军运会已有109个国家9308名运动员报名参
加，赛会规模为历届最大，设立了27个大项，329个小
项，竞赛项目为历届最多；各国普遍派出强大参赛阵容，
其中，俄罗斯、巴西、德国等9个国家派出了超过100名
参赛选手。

16日，军运会女排和男足项目率先开赛，中国八一
女排首场迎战美国队，主场作战的中国姑娘从第一局开
始，就表现出明显优势，最终以3:0轻取美国女排，迎来
开门红。按照赛程安排，今天晚上，八一女排将与卫冕
冠军巴西队交手。

武汉首次承办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
力最广的国际盛会，武汉以此为契机，将“办赛事”与“建
城市”相结合，打造交通线、生态线、天际线、人文线，全
方位做好了准备。

今天，军运村迎来了47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运动
员，截至下午5点，共有来自105个国家的8000多名运
动员入住。军运村5000多名志愿者和工作人员24小时
开展接待工作，确保各国代表团顺利入住。

国务院扶贫办：持续加强减贫经验分享 贡献中国智慧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国务

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司长、中国国际扶贫
中心主任左常升日前表示，愿与各发展伙
伴一道，持续加强减贫与发展经验交流分
享，深入推进国际发展合作，提出中国方
案，贡献中国智慧，坚决落实中国对全球
减贫事业的承诺。

左常升是在2019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作出上述表述的。本次论坛主题为“分享

减贫实践，助力全球贫困治理”。
左常升表示，中国减贫成就为全球减

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得到
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中国顺应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期望，通过组织减贫培训、论
坛交流和项目示范，着重加强发展中国家
的减贫能力建设，提升发展伙伴国减贫治
理能力，受到合作方的充分肯定。

在本次论坛上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

奖创新奖获得者、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委
副书记、县长杨曙光介绍了今年在内乡县
启动的全国县级首个联合国减贫和可持
续发展示范区项目建设情况。他说，内乡
探索推出的“地方政府+龙头企业+金融
机构+合作社+贫困户”的“内乡5+”资产
收益扶贫模式，已推广到全国 13 个省
（区）49个县，直接帮扶13万个贫困户36
万多贫困人口，由于项目的可复制性和科

学性赢得了国际社会关注。
本次论坛上公布了首届“全球减贫案

例征集活动”获奖名单，来自斯里兰卡、古
巴、印度等19个国家的110个减贫案例获
奖。当天同步启动第二届“全球减贫案例
征集活动”，该活动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
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世界
粮食计划署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联
合发起，旨在推动全球减贫经验交流。

聚焦军运会

10月16日，咸宁市世界粮食日和粮食
安全宣传系列活动启动式在温泉举行。本
次宣传活动主题：“努力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助力建设粮食产业强市”。活动由市发
改委（粮食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教育局、
市科技局、市妇联联合主办，咸宁广播电视
台、咸安区发改局（粮食局）协办。

活动现场，多家粮食企业、配送中心集
中展示销售全市精品特色粮油，主办方以
公益短信、横幅展板、宣传手册、有奖问答

等形式，开展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倡导引领
爱粮节粮社会新风尚，树立粮食安全人人
有责意识。据了解，整个宣传活动将持续
到12月。活动期间，市发改委将结合“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突出宣传教育内
容开展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的推荐、评
选、发布活动，放心粮油“进学校、进社区、
进农村、进机关、进军营”系列活动，“优质
粮油工程”推广活动，粮食流通课题专项调
研，全国政策性粮食大清查工作全面总结

颁奖等系列活动。通过开展粮食安全系列
宣传活动，按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
的要求，真正做到守初心、担使命，全面树
立新时代粮食安全观，构建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推进
粮食供给侧改革，推动全市粮食产业高质
量发展，为建设粮食产业强国实现咸宁担
当。各县市区发改（粮食）部门将同步开展
形式多样的粮食安全宣传活动。

（谢聃、曹文）

不忘初心保粮食安全 牢记使命谋产业发展
——咸宁市第39个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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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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等未按要求
标准公示。2、小区绿化未按时养护，存在枯死现象、黄土裸露、缺棵少株情况。3、楼道内存在堆放杂物
情况严重，部分墙面有“牛皮癣”现象，垃圾桶卫生未及时清洗。4、存在乱堆乱放、占用公用部位的现象，
车辆乱停乱放。5、业主投诉、报修、求助等记录不规范，无回访记录。5、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监控设备和门禁系统存在坏损未及时维修。
三、消防安全：楼道内堆放杂物情况严重，存在飞线充电现象。
四、私搭乱建问题：小区顶楼存在违规搭建现象，小区内存在存在毁绿种菜和花盆外摆现象。
五、小区文明创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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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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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岗位职责等未公示。
2、小区绿化未按时修剪养护，杂草丛生、黄土裸露、缺棵少株情况严重，部分绿化区域破坏严重。3、环境
卫生状况很差，楼道内堆放杂物情况严重，墙面及消火栓箱“牛皮癣”情况严重，垃圾桶卫生差部分存在
破损情况。4、存在乱拉乱晾、乱堆乱放、占用公用部位的现象，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情况严重。5、
管理制度严重缺失，无业主投诉、报修、求助等记录，无回访记录。6、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

二、设施设备维护：1、电梯机房未做防尘处理，管理制度缺失。2、没有电梯日常巡查记录，档案管理
不完善，没有电梯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电梯五方对讲无人接听。3、水电井内卫生很差，杂物未清理，管
道井未做防火封堵。4、监控设备坏损未及时维修。

三、消防安全：1、消火栓内无水，消火栓内水带枪头等缺失严重，消火栓玻璃已被“牛皮癣”覆盖，不
便于识别。2、楼道内堆放杂物情况严重，消防车道乱停车情况严重，室外“飞线”充电现象严重。

四、私搭乱建问题：小区公共区域存在私搭乱建现象。
五、小区文明创建：创文宣传内容严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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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证照、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岗位职责等未公示，工作人员着装不统一。

2、绿化存在缺棵少植、黄土裸露、存在垃圾。3、部分楼道未打扫干净，墙面存在“牛皮癣”。4、存在乱拉
电线、乱堆放、占用公用部位的现象。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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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物业服务中心、业主活动室等公共场所无禁烟标志。

二、设施设备维护：小区没有符合标准的物防、技防、人防设施、器材。
三、消防安全：1、自动消防室设施有故障未消除，无法正常联动。2、存在楼道堆放杂物和电动车“飞

线”充电问题。3、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不会操作。4、消防车道存在违规停堵占问题。
四、小区内停车位不足，停车管理混乱：小区现有车位132个，实际登记业主车辆160辆，车位不足。
五、小区文明创建：1、关于未成年人宣传内容缺失。2、没有运用电子显示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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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治意见
下列问题，请于10月31日前按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整改到位：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迅速按照“四公开一监督”要求将相关内容在小区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将相关部门岗位职责上墙公示。2、做好小区绿化养护工作，清除杂草、移除并补栽

枯死绿化。3、清理楼道及公共区域堆放的杂物；将室外垃圾桶进行定期清洗；清理室内外“牛皮癣”。4、清理公共区域堆放的杂物，规范小区内机动车和电动车停放。5、加强内部管
理，建立健全各类台账记录和表单表格，并按规范填写存档。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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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组织对监控设备和单元门禁进行修复。
三、消防安全：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清理楼道内杂物，严禁消防车道乱停车。同时采取强有力措施，坚决制止“飞线”充电现象。
四、私搭乱建问题：责令你公司迅速申请咸安区城管执法局依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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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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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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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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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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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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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及时制止小区毁绿种菜及私拉乱晾行为。5、健全物业管理台账，提高物业服务意识。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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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电梯机房防尘处理，确保电梯物防通话正常接听。2、及时清
理水电井内杂物，加强小区安全防范意识。3、及时维修破损监控设备。

三、消防安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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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聘请专业维保单位对消防设施
进行检测维保，确保消火栓有水，及时补充消防器材。

四、私搭乱建问题：责令物业公司将违建问题迅速上报城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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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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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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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小区绿化日常维护保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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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清理墙面“牛皮癣”。4、规范非机动车管理，加强小区停车秩序管理力度。5、在物业服务中心、业主活动室等公共场地设置禁烟标识。
二、监控设备：加强小区安全防范意识，小区要有符合标准的物防、技防、人防设施、器材，并且以上设施和器材要完好有效。
三、消防安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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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业企业应加强消防安全宣

传，坚决杜绝小区“飞线”充电。3、建议物业服务企业申请维修基金对消防设施进行维修整改。4、制定小区停车管理制度，切实加强管理，坚决杜绝消防通道车辆停放现象。
四、小区内停车管理混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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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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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城区住宅小区文明创建、物业管理突出问题排查通报（十五）

本报讯：17日，民盟咸安区总支走进咸安
区横沟高中，开展“法制进校园”和“文化进校
园”活动，为400余名师生送去了两堂精彩生动
的特色课外课。当天，民盟咸安区总支向同学
们赠送安全自救、节能减排、德情操守等教育
宣传手册120余本。

“你知道咸安的哪些地名？”特色文化课
上，来自咸宁高中的民盟同心教育服务团成员
郑玉蕾老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特色文
化课——“咸安地名文化”。一个个鲜活的、各
具特色的地名故事，让同学们切身感受到特色
文化的魅力。

法制课上，同心法律服务团的郑登堂老师
给同学们上了一堂以“法制与你同行”为题的

法制教育课，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讲解了“学
法的意义”、“违法和犯罪的区别与联系”、“校
园暴力”等案例，并以案说法，让学生们真切地
感受到学法、懂法、守法的重要性。

据了解，民盟咸安区总支成立了“同心法
律服务团”、“同心教育服务团”、“同心医疗服
务团”，现有团员30余人，一直致力于青少年和
乡村法制宣传教育公益活动,先后深入咸高、
青高、永安、横沟、高桥、大幕等乡镇中小学开
展法制教育活动20余场次，受教育学生达到万
余人次。“送特色文化进校园”课程包括桂花文
化、桥文化、地名文化、竹文化和茶文化等，旨
在传播咸宁本土文化，引导中小学生对咸宁特
色文化的了解和传承。（周莹、章冬开、陈蕾）

民盟咸安区总支送“法制”和“文化”进横沟高中

新华社开罗10月 17日电 今年以
来，中东地区局势瞬息万变，冲突和动荡
加剧，大国博弈和地区势力的分化，加速
了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

一方面，长期战乱仍在延续。持续八
年的叙利亚内战一度呈现和平曙光，但
是，土耳其“和平之泉”军事行动的炮声，
让叙北边境民众重陷战争梦魇。利比亚
国民军与民族团结政府围绕首都的黎波
里的争夺战持续胶着……

其次，低烈度冲突愈演愈烈。美伊对峙

升级，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对伊朗祭出
史上最严石油禁售令和全面经济、军事制
裁，美军舰队、战机大批进驻海湾沿岸阿拉
伯国家军事基地；阿联酋、伊朗油轮相继遇
袭；英国、伊朗互扣油轮；沙特阿拉伯重要石
油设施屡遭破坏；美国无人机被击落……这
些事件不断挑战地区和平的脆弱神经。

不论风云如何变幻，中东乱局的内外
动因并没有变化——域外大国为一己私
利，不断加大对中东事务的操控；地区国家
发展乏力，民生困顿，苦苦求索发展之路。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谋求本国
利益最大化，利用中东地区国家间固有的
领土争端、教派分歧等矛盾，分化拉拢，制
造争端，浑水摸鱼。这是中东长期以来饱
受乱局蹂躏的根本原因。

在大国角力与博弈中，中东地区诸多
国家因教派、族群认同等原因被裹挟卷入
冲突与战争，难以独善其身。而大国力量
的此消彼长，也造成了地区热点频现和地
区力量分化。“美国优先”的做法，令美国
这个昔日中东和平的主导者信誉扫地。

与此同时，中东一些国家民众不满现
状、寻求变革的诉求，也引发了社会动
荡。在苏丹，民众示威游行和军事政变，
使执政30余年的苏丹前总统巴希尔成为
阶下囚，艰难产生的过渡政府对解决民生
困境却难有锦囊妙计。在伊拉克，10月初
爆发的民众示威游行造成上百人死亡、
4000余人受伤。

中东局势攸关世界和平与稳定。让
中东地区早日恢复和平，进而振兴经济、
发展民生，是中东各国人民热切的期盼，
同时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
共同努力。

“和平之泉”灭了和平曙光 域外大国继续“浑水摸鱼”

中东乱局何时是个头？

国际观察

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10年17日

10月17日，志愿者在武汉军运会主媒体中心内为
记者（右）提供咨询服务。

10月17日，工作人员在武汉军运会主媒体中心新
闻工作间内准备茶点。

特色农业富农家
10 月 17 日，千紫缘农业科技博览园

工作人员在给蔬菜浇水。
近年来，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田家寨

镇打造“千紫缘农业科技博览园”，通过发
展田园观赏、乡趣体验、种植示范、科普教
育以及太空植物博览园等特色农业，立足
乡土，转型创新，带动田家寨镇28个贫困
村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有效助力乡村
振兴。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