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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环境整治，你行动了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大部分菜地被清理
【问题清单】银泉大道建工处旁空地私自种菜（责任

单位：市城发集团）
【记者暗访】14日下午5时许，记者来到位于市区银

泉大道市建工处，在与其一路相隔的工地上，施工人员正
在加高围墙。

记者在工地大门上看到一份由祺泰置业署名的通
告，要求在施工区域内种植苗木蔬菜者，三天内处理完
毕，逾期后果自负。整个工地基本被平整完毕，仅有一角
还有一大片油菜籽。

据附近居民刘大爷介绍，这片工地紧挨着城市主干
道，之前有许多人在此种地，一方面挑粪种菜影响附近居
民生活，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咸宁的城市形象。

刘大爷说，几天前，相关部门安排施工人员和挖机，
将菜地铲除，土地平整，收到附近居民的欢迎。现在正在
加高围墙，就能防止以后再有人进去种菜了。

空地周边建起围墙
【问题清单】银泉大道原屠宰场空地私自种菜、乱堆

垃圾和物料（责任单位：市城发集团）
【记者暗访】14日下午4时许，记者来到位于市区银

泉大道湖北科技学院西门斜对面的原屠宰场空地，几名
施工人员正在路旁砌墙。

记者看到，沿着路边的空地上，已经建起了半人高的新
围墙。从预留的大门走进去，看到之前的菜地已被清理，裸
露的垃圾已不见踪影，偌大的一片空地已被平整完毕，仅有
一小块菜地里还冒着新芽。在空地的最里面，围墙一角有
一个缺口，几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围墙地梁混凝土施工。

据现场一位施工人员介绍，地梁施工后会将此处围
墙补齐，防止有人在此倾倒渣土。

与空地一墙之隔的，是湖北科技学院文苑小区。一位
居民告诉记者，屠宰场搬迁后，附近有居民便在此挑粪种
菜，也有人将垃圾往里面倾倒，导致居住环境受到破坏。

棚子菜地依然存在
【问题清单】十六潭水上公园对面乱搭乱建、私自种

菜（责任单位：市城发集团）
【记者暗访】15日上午9时30分，在位于市区十六潭

水上乐园对面的空地上，未见有施工人员开展环境整治。
记者在现场看到，入口处左边搭建了几个棚子，里面

堆满了管子，有人在里面清理脚手架。右边是一 片杂草
和菜地，有三个人正在为菜地松土、浇水，菜地里有许多
刚刚长出来的嫩苗。

据空地旁边小区的一位居民介绍，春节前，这里原本
是一个垃圾堆，周围村组经常将生活垃圾装车倾 倒在
此，一度臭气熏天。春节后，相关部门安排了人员和机械
将垃圾和臭水塘填埋，如今情况稍有改善。但是，整个环
境状况还是不容乐观，不仅有人在这里养鸡养鸭，而且仍
然不时有人在夜间倾倒渣 土，如不加以整改，恐将再次
变成一个巨型垃圾场。

工地角落有人种菜
【问题清单】马柏大道塑编巷拆迁工地垃圾随处可见

（责任单位：温泉办事处）
【记者暗访】15日上午11时30分，在市区马柏大道

塑编巷，一进巷口就看到四五名施工人员正在拆迁工地
入口处，砌起了一面一人高的水泥砖墙。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片工地很大，像是一座小山，有
的地方经过平整，有的地方房子砖墙还未完全拆除。有
的地方堆着一些建筑垃圾，有的角落还有一些大大小小
的菜地。偌大的工地上，有一台挖掘机在里面平整地面，
填埋建筑垃圾。

据周围居民介绍，这个地方拆迁后，由于进出自由，
许多人在此倾倒各种垃圾，让大家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差。

当天上午，他们看到有施工人员在入口处开始砌墙，
这样就能挡住来此倒垃圾的人，是一件好事。

建筑垃圾无人清理
【问题清单】滨河东路拆迁工地建筑垃圾无人清理

（责任单位：市城发集团）
【记者暗访】15日下午3时许，记者来到市区滨河东

路拆迁工地，只见大门敞开，一些显而易见、易于清理的
破损垃圾箱、垃圾桶已被清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社会车辆和环卫用车停放在
院内，左侧的宿舍楼内部已被拆除，右侧的房子被拆了一
部分，地面上铺满了被打碎的混凝土、砖石等建筑垃圾，
并夹杂着一些树木、杂草和垃圾。院内一角还有许多破
旧的三轮垃圾车堆放在一起。

据一位住在附近的市民介绍，此处拆迁工地是原环
卫处办公场所和宿舍楼，一直未见有人管理。如今，这个
地方好像是一个临时停车场，有时候能够方便市民。但
是，如果能够将整个环境整治好，就更好了。

清运垃圾60余车
【问题清单】青龙路大畈六组空地垃圾暴露（责任单

位：浮山办事处）
【记者暗访】4月14日下午，记者走进了青龙路大畈6组

一生活垃圾空地，只见几位工人正在清扫垃圾，赶建围墙。
走进垃圾场，越往里面垃圾越多，空地上、河流旁都

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堆积覆盖。据当地一陈姓施工人
员介绍，他已在此地清扫垃圾10多天了，目前已用农用
车拖走了60余车垃圾。

陈师傅介绍，此地被收购后，周边居民的生活、建筑
垃圾还有土方，都往这里倾倒，形成了如今的现状。

“10天前来此地清扫时，臭气熏天，气味难闻，一眼
望去垃圾成堆，最高处达两米高。”陈师傅告诉记者，他所
清扫的垃圾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经过10多天的清
扫清运，垃圾污染现象稍有改善。为了杜绝周边居民乱
倒垃圾的行为，4月11日，咸安区浮山街道办事处大畈社
区雇佣他们在垃圾场旁，筑起一堵2米高、30米长的围
墙，已于当天完工。

绿地工地“涛声依旧”
【问题清单】咸宁绿地工地内角落垃圾堆积，楼盘广

告横幅破损(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记者暗访】4月14日下午6时许，记者来到咸宁绿

地工地，经过一番走访发现，位于咸宁绿地售楼部右侧马
路右边一处花坛绿化带堆积着建筑垃圾，不远处的围墙
下还有少许生活垃圾。

沿着售楼部一旁的主要交通道路往前直行，道路右
侧有广告横幅破损现象，且有一条广告横幅还倾斜了下
来，人行道的一棵行道树下还堆积着一些生活垃圾。

附近居民纷纷表示，咸宁北是咸宁人民对外展示的
窗口，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起来，共同来爱护美丽咸宁。

路面仍然坑洼不平
【问题清单】咸宁大道同惠工地门口断裂、坑洼（责任

单位：市住建局）
【记者回访】14日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咸宁大道同

惠工地门口，工地门口路面仍坑洼不平，门口路面还覆盖
了两块铁皮，行人经过此地要小心避让。

记者现场看到，工地门口有一辆大货车停着，有工人
正在车上下货。为了防止大货车压坏地面，两块厚厚的
铁皮铺在地面上，但旁边坑洼不平的路面非常打眼。记
者估算了一下，工地门口坑洼不平的路面有10多米，有
四五个深浅不一的坑。

家住附近的刘女士每天上下班都要驾驶电动车经过
此处，她告诉记者，每次驾驶电动车经过都要放慢速度避
开坑洼处，既要避开坑洼路面，又要避让行人，不方便也
不安全。

违停车辆一律拖走
【问题清单】银泉大道劲风大厦旁细龙杨巷车辆违停、

围墙喷绘布破损、无红色宣传内容（责任单位：市城发集团）
【记者暗访】4月14日下午，记者在银泉大道劲风大

厦旁的细龙杨巷西路口，看到一排车子停在巷口右侧。
车子停放处并没有划停车线，巷子里也有禁停标识。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正组织拖车清理违停车辆。

“遇到上下班，或者大学开学，这里经常堵得进出不
得。”附近一商家表示，这个巷子里违规停车问题是顽疾，
以前也有部门前来整治，但是治标不治本，工作人员一走
车子又停进来了。

“我在附近居住，上下班时间段回家经常被堵在路
口。”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以前巷子里还有一些小摊贩
被清理了，车子违停情况一直无法根治，他希望有关部门
加强管理，确保良好的交通秩序。

虽然细龙杨巷违停问题并未解决，但记者在回访中看
到，巷子围墙的喷绘布已经换新，并增加了红色宣传内容。

乱堆物料已被清理
【问题清单】宝塔大道巷子乱堆物料（责任单位：咸安

区城管局）
【记者暗访】4月14日上午，记者来到宝塔大道回访，

在居民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曾经乱堆物料的巷子。只
见巷子口处的物料已经被清理一空。“这是城管工作人员
过来清理的，刚还拉了一堆沙子出去。”附近居民陈师傅
告诉记者，这些沙子、木材等物料都是巷子口一居民的，
长期堆积在路口，很是影响市容市貌，但是大家都敢怒不
敢言。前两天城管工作人员前来，与居民沟通清理了大
部分物料。剩下一些沙子和木材，早上城管工作人员就
自己开车过来将其清除出去了。

“每次经过都能看到乱堆在路口沙石、木材等物很碍
眼，清理后巷子干净整洁多了。”过路市民雷先生表示，希
望清理后这里的居民能保持住良好的环境，将垃圾投放
到投放点。

广告灯箱存在隐患
【问题清单】银泉大道烟厂旁广告牌破损（责任单位：

市交通运输局）
【记者暗访】14日，记者来到市区银泉大道烟草公司

前看到，原本靓丽的自行车棚灯箱无颜也无面——罩在
广告灯箱上的两块有机玻璃已经不翼而飞，几根架子裸
露着，上面缠着乱七八糟的电线，断裂的白炽灯管有的卡
在灯箱槽里，有的倒悬在外面，看上去险像环生，也与文
明城市的形象严重不符。

从此路过的市民肖先生告诉记者：“这么好的设施就
被人砸了，好长时间都没人管，实在让人心痛。如果有小
孩子好奇去触碰，触电了就不得了，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派
人来修缮。”

破损站亭已被更换
【问题清单】十六潭路公交站亭破损（责任单位：市交

通运输局）
【记者暗访】4月15日上午9时30分许，记者来到问

题描述所在地——位于十六潭路与银桂路交叉口的十六
潭路公交站亭。这里只有17路公交（一号桥——温泉碧
桂园）停靠。

记者在现场看到，破损的地方已被更换。但是，岗亭
底部有泥巴等脏污没有清扫，部分地方锈迹斑斑，候车板
凳上也有破损的地方，还有涂鸦的痕迹。由于17路公交
车还没有恢复运营，当时并无乘客候车。

“公交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公交站亭也是其中的一
个重要部分，要是站亭不整洁美观，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让我们的城市形象打折扣。而且这里靠近十六潭公园，
游人众多，更应该注意。”带着小孩前往十六潭公园游玩
的市民熊燕表示，公共设施也需要广大市民共同爱护，不
要随意损坏，城市是我们的家，需要大家共同爱护它。

公交站台依然脏污
【问题清单】宝塔大道公交站台破损、脏污（市交通运

输局）
【记者暗访】15日上午，记者在宝塔大道水果市场对

面的公交站台看到，临街面的站台广告牌和站台座位均
有清洗过的痕迹，但上面依旧有少量灰尘覆盖；而站台广
告牌背面相对较脏，还有一处有明显的破损。而在“西河
桥”站台记者看到，此处站台虽无明显破损，但正反两面
均有厚厚的尘土。

正在附近清扫的丁姓环卫女工告诉记者，她负责这
条街的清扫已有7年时间，但很少看到有人来清洗站
台。“本来有时劳作累了想到公交站台的座位上歇歇脚，
但看到那么脏，只好放弃。”丁女士说。

“公交站台也是一个城市的窗口，破损和脏污既影响
市容市貌，也会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市民邓先生表
示。

乱涂乱画成为顽疾
【问题清单】永安大道电信交接箱乱涂乱画（责任单

位：中国电信、移动咸宁分公司）
【记者暗访】14日上午，记者沿永安大道与双峰路交

叉路口一路步行向前发现，道路两旁每隔一段距离就分
布有电信交接箱。记者在一处电信交接箱看到，原本完
好的箱面遭乱涂乱画，虽已用白漆涂抹，但依旧很不美
观。在另一处交接箱前，乱涂乱画更为严重：箱面上既有
多处明显的划痕，还有牛皮癣清除不彻底的痕迹，与周围
的环境格格不入。

“乱涂乱画已成老城区顽疾。”在市民洪先生看来，永
安大道沿线西段部分多为中心老城区，居住人口密集，因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乱涂乱贴乱画现象屡禁不止，电信交
接箱也成为“祸害”的对象，进而影响市容市貌，与我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不相适应。

电箱依然破旧脏乱
【问题清单】银泉大道与金桂路交叉口电箱破旧脏乱

（责任单位：市经信局）
【记者暗访】15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银泉大道与

金桂路交叉口，看到问题反映的电箱位于人行道与路旁
游憩带的交接处。

电箱底部，粘有不少黄色的泥土，面对红绿灯的一
侧，张贴了2张告示牌，其中一张破损严重，依稀可见“分
接箱”等字样。在电箱顶部，有一大块黑色污渍，还有发
黑的塑料袋、掉落的树叶、枝丫、灰尘等。电箱周边还有
很多枯树叶，以及各种颜色的垃圾，无人清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电箱位于拐角处的路边，位置
较为显眼。偶有路人经过，会不经意的扭头一瞥。

“我每天买菜要从这里经过，这个电箱处于这个状态
好久了，一直没有人管理。”附近居民李先生拎着一袋子
菜路过，他告诉记者，除了卫生要清理之外，最好能弄一
个显眼的标识，提醒大家注意这里有电箱。

交通信号灯仍缺失
【问题清单】咸宁大道与贺胜路红绿灯处交通信号灯

缺失（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记者暗访】4月14日下午4点，记者来到咸宁大道

与贺胜路交汇处的十字路口，只见从贺胜路往咸宁大道
方向的分道信号灯已被削头，只留下一截锈烂的铁桩，上
面裸露着两根断头电线。在咸宁大道往贺胜路航天花园
方向，分道信号灯两“眼”无光。

该十字路口位于鄂高正门旁，车流量较大。两个分
道信号灯可以提高路口通行能力，有效缓解直行车辆压
力，但直到现在，两个损坏的分道信号灯仍未得到修理。
好在还没有开学，十字路口车流量不大，看不出分道信号
灯坏掉对过往车流的明显影响。

“杨下陪读家长多，又有一个菜市场在那里，一旦开
学，咸宁大道接送学生的车流与进出城的车流交汇到一
起，经常堵车不说，还容易引发事故。希望有关部门能尽
快认领这两个毁损的交通灯，让它们发挥自己的作用。”
家住鄂高附近的何先生说。

破损围墙披上“绿装”
【问题清单】滨河东街围墙破损（责任单位：市住建局）
【记者暗访】14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滨河东街，沿

街围墙披上了绿装，破损的围墙和垃圾也不见了，这些变
化不仅让人眼前一亮，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也赞叹“真是变
漂亮了！”

记者在滨河东街一拆迁工地的外围墙看到，一大块
绿色围挡建在破损围墙外，围墙外表被覆上了绿色仿真
草皮。以前这里裸露、陈旧的公共围墙不仅破损，而且还
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围墙进行了美化，用仿真绿色草坪
进行了统一铺设。

在附近住了10多年的居民胡女士告诉记者，以前这
里的墙面比较破旧，而且还有小广告贴在围墙上，非常影
响市容市貌，现在装上了绿色围挡后，漂亮多了。

监控底部又破又脏
【问题清单】淦河大道监控电子眼底部破损脏污（责

任单位：市公安局）
【记者暗访】4月15日上午，记者从温泉中心花坛行

至双鹤桥步行发现，电子眼底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
在温泉步行一街肯德基门口的斑马线一侧，电子眼

的水泥底座有两个边角破损较为严重，露出的水泥石块
面积分别达十几公分以上。而底座四周及杆子的下半部
分，沾满了黑色的泥污和油垢。在附近另一个电子眼，水
泥底座的四个边角均破损严重，靠近道路一侧的立面瓷
砖已大半脱落。杆子底部满是污渍，上面绑着两根脏污
的白色塑胶管子。

市民孙先生认为，虽然电子眼的水泥底座是否脏污、
破损，对市民的出行及生活并不造成影响，但淦河大道是
城区重要商圈所在，是咸宁城市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如
果相关主管部门能将日常检查、维护做到细处，更能塑造
和体现咸宁的城市品味。

路口指示灯已恢复
【问题清单】金桂路与银桂路十字路口指示灯损坏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记者暗访】4月15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金桂路

与银桂路路口回访，看到车流量较多，但在交通信号灯的
指引下，途经该路口的车辆都井然有序地通过了路口。
记者找到了在花坛中间的两个指示灯，两个指示灯都没
有破损，但因为是白天没有看到灯亮。

“这个指示灯是夜间分道灯，要到晚上灯才亮。”在附
近上班的车主钱女士表示，白天这个指示灯作用不大，不
过夜间驾车通行，有了这个指示灯可以提醒车辆分流，不
至于撞上渠化岛，夜间路过十字路口也会更安全一些。

锈蚀路灯不见踪影
【问题清单】贺胜路天成家居旁路灯锈蚀严重（责任

单位：市路灯中心）
【记者暗访】4月15日上午，记者来到贺胜路，沿着天

成家居一侧的道路直走到头，看到两栋6、7层的楼房，小
山丘上的菜园，水泥路面甚至垃圾箱却找不到一根路灯
柱子。

带着疑问，记者询问了过路的居民及商户。“我最近
才搬过来，晚上不太出门，没注意到这段路有路灯。”市民
刘先生说。

“大概是3月底、4月初的样子，被人拆了，之前路
灯一直是亮的。不知道为什么被拆，好像是说要修路
吧？不知道会不会装新的路灯……”家住道路旁王家
庄巷的张女士说，从垃圾桶到天成家居，大约200多米
的距离，锈蚀的路灯虽然有碍观瞻，却能照亮居民的出
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