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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城区住宅小区文明创建、物业管理突出问题排查通报（二十五）

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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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城

璟园小区

物业服务企业

咸宁祥景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尚宜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凯乐丰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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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职责等未公示。2、无四
公开一监督公示牌。3、部分楼道未打扫干净，“牛皮癣”现象严重。4、部分楼道乱堆放、占用公用部位的现象。
5、业主投诉、报修等记录不全，回访记录不完善。

二、设施设备维护：1、监控设备存在坏损，未及时维修。
三、消防安全：1、未进行固定消防设施维保检测。2、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未建立消防管理台账；
四、小区文明创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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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达到每100米不少于3处公益广告的要求。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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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楼道未打扫干净，墙面存在“牛皮癣”。3、员工培训制度不完善。

二、设施设备维护：1、监控设备存在坏损，未及时维修。2、部分水电井未上锁，电井未安装温感探头、电表
箱无防护措施。

三、消防安全：1、消防设施系统未完工。2、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未建立消防管理台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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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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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及绿化带落叶未及时清理。2、小区路面有乱停车现象。3、楼道内有乱堆乱放
现象。

二、私搭乱建问题：部分顶楼存在违规搭建问题，A1-102存在私自毁绿围院现象，物业服务企业已进行制
止并上报城管执法部门。

三、小区文明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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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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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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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垃圾，做好绿化的补栽工作。3、将室外垃圾桶进行定期清洗，更换坏损垃圾桶；清理楼道及消火栓箱上的“牛皮癣”；清理楼道及公共区域堆放的杂物。4、完善各类业
主投诉、报修及回访记录。

二、设施设备维护:强化责任意识，落实好电梯安全管理制度。监控设备及时维修。
三、消防安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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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整改完成后，聘请具备资质的专营单位进行固定消防设施的维保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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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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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前按要求整改到位。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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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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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清理楼道及“牛皮癣”；清理楼

道及公共区域堆放的杂物。3、加强员工培训制度。
二、设施设备维护：1、加强安全意识，将水电井及时上锁。2、及时维修破损监控设备。
三、消防安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建立消防管理台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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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前按要求整改到位。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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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前按相关职能部门要求整改到位：
一、物业管理与服务：1、做好小区绿化养护工作，清除杂草和垃圾，做好绿化的补栽工作。2、规范小区停车管理，引导业主规范停车。3、及时清理公共区域乱堆乱放。
二、小区违建问题：责令你公司迅速将现有违建情况重新归总上报，申请咸安区城管执法局依法处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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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前按要求整改到位。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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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祝丹娜、通讯员余
艳红、陈智报道：为进一步提高我市战时应急
能力和燃气泄漏应急处置能力，11月 6日下
午，我市模拟“空袭导致管道天燃气泄漏燃烧”
的场景，在嫦娥大道举行消除空袭后果行动燃
气泄漏应急演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人
民防空办公室）、咸宁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
司、咸宁市消防支队等相关主办承办单位共百
余人参加了演练。

演练模拟场景为嫦娥大道香泉映月遭到
敌国空袭后，天然气管道炸毁，造成天然气泄
漏，引发燃烧。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组织人防、消防、抢险抢修等部门迅速
赶到现场，扑灭火灾，降低现场天然气浓度，更
换管道，恢复供气。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
合，经过近一小时的紧张抢险，泄漏的燃气管
道得以及时修复，最大限度地降低空袭、燃气
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达到了部门联动、检验预案、
锻炼队伍、磨合机制、科普宣教的目的。

演练结束后，市住建局（市人防办）有关负
责人对演练活动进行了点评。该负责人点评
说，本次演练情境逼真、要素齐全、环节紧凑，
参加演练的人员精神振奋，士气高昂，战斗力

强，充分展示了城市燃气抢险队伍和人防专业
队伍良好的专业素质和精神风貌，达到了预期
目的，是一次成功的应急演练。

他要求市住建局（市人防办）工作人员要
进一步提升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
支援”的职能使命，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提高
防空袭斗争能力，同时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做强、做实、
做大住房保障、人民防空、城乡建设管理、城
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优化公共配套服务设
备，大力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市举行消除空袭后果应急演练
本报讯 通讯员

胡莹报道：10月30日
晚，市住建局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
会，该局党组书记、局
长葛军主持会议，市住
建局班子成员及县级
干部参加会议，市委主
题教育第十二巡回指
导组组长舒朝晖到会
指导。

葛军就咸宁市老
旧小区改造、城区饮水
安全、白蚁防治问题进
行了发言交流，其他班
子成员围绕房地产市
场管理、农村建房管
理、机关作风建设、城
区供水保障、白蚁防
治、建筑成本管控等6
个方面问题依次进行
了交流发言。

舒朝晖在肯定市
住建局前期主题教育
取得成效的同时，对
下一步抓好主题教育
提出要求，一是抓好
调研成果转化，二是
抓好检视问题整改，
三是抓好主题教育下
阶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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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四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法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治
理方式，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明确要求。
这为进一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
治中国，在法治轨道上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法者，治之端也”。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
要求。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
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

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
本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前所未有的高度谋划
法治，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践行法
治，开辟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境界，凸显
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
著优势。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能力，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不断发展。

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必
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
体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

正确道路。其核心要义，就是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新征程上，我们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
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解
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需要有力制度保
障。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法
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必须加强宪法
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

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
力建设，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
制。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立法
质量和效率，聚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
变化，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要加
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保证行政权、监察
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
行。”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理念，提高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就能带动全
社会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运用法治力量
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据新华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突出位置，并把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全面体现到
各方面制度安排中。这为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必须准确
把握的关键和根本。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70年
来，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新中国各项事业才能蓬勃发展，社会
主义制度才能在古老的东方大国扎根生
长并不断展现强大生机活力。党政军民
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
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
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
则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历史
机遇，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
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
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始
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
导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
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
政水平，才能保证各方面制度建设、各项
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

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
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
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
治党制度。这六个方面制度构成了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贯彻落
实好四中全会精神，要深刻把握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意义和
实践要求，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
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既要
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
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
领域，又要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发挥党
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让发展更有质量、治理更有水
平、人民更加幸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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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擘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把思想统一到全会
精神上来，把行动落实到全会的重大决策
部署上来，是当前全党面临的重要政治任
务和重大战略任务。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进入新时
代，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继续推动各
项事业发展，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
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制度建设的分量
更重、任务更加艰巨。深刻把握时与势，把

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是
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
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贯彻落实四中
全会精神，必须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加强
制度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坚定制度自
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来之不易，具有多方面的显著
优势，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完
善。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把
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把握党和人民

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
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
在于执行力。只有把共同的战略目标任
务转化为思想和行动自觉，才能增强执行
力、展现执行力。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
领导干部更应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
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
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健全
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
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
扣等现象，不断增强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

力，让制度管用见效。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

素。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要把提高治
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
务。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
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
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提高贯
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战略部署的各项
工作能力和水平。要把制度执行力和治
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
要依据，加快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为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
和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据新华社）

强化制度意识，增强制度执行力
——六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为推动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热潮，中央决定由中宣部会同中央有
关部门组成中央宣讲团。据了解，中央宣

讲团主要由参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
件起草工作的有关同志组成，部分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在所在领域和地方宣讲。

从7日起，中央宣讲团成员在京进行

集体备课。大家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学习领会中央
宣讲团动员会精神，根据全会《决定》、《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提纲》精心备
课，为赴各地宣讲做好充分准备。

中央宣讲团将于10日起赴全国各地
宣讲。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