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咸安区贺胜路“航天花园”小区的
业主们遇上了糟心事，纷纷在咸宁论坛上发
帖反映，近几个月，小区业主饱受“折磨”：先
是不明不白遭了虫灾，接着物业毁绿盗树，
继而开发商侵权，私辟小门，挖管排污……
一系列事情令航天花园小区业主们怨声载
道，却又颇为无力。

虫灾来袭盲目砍树

“虫灾后的一切矛盾，都与新来的物
业有莫大关系。”21日，记者来到航天花园
小区，居民方女士对记者说。

方女士是最早入驻航天花园小区的居
民之一。她介绍到，航天花园小区建成已
有12年，一、二两期实际入住900多户业
主。今年五一期间，该小区原物业退出，由
新进驻的宇源物业接手管理。小区面积较
大，但是绿化覆盖率非常高，小区一期尤
甚，一派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宜居景象。

谁知，一场突如其来的虫灾硬生生地
将其破坏。5月中旬，陆续有业主发现门
前树上遍布密密麻麻的飞虫。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虫子，于
是专门打电话给农业部门，邀请专家来小
区来‘确诊’。”一期居民杨先生说，经过专
家查看后得知，此虫名为“重阳木锦斑
蛾”，其繁殖迅速，危害极强。一棵害数
棵，一排染一片，“整个小区随处可见高大
茂密的树木被吃光叶子的惨状”。

二期居民胡爹爹回忆说，楼道门前，
家中窗边都爬满了虫子。业主多次将情
况反映给小区物业，拍视频，拍照片，要求
物业采取措施，有效治理。

可是，该小区新物业公司刚开始置之
不理，后来就找理由一拖再拖，再后来在
业主多次强烈要求下，物业公司直接采取
简单粗暴的办法，将小区内近百棵受到虫
害的树全部砍掉。

然而，那些虫子并没有因为树被砍掉
而消失，还在继续侵害别的树木。

违章乱建多次发生

当日下午，小区居民纷纷聚拢，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向记者吐露心声。

居民说，小区内近几年来的管理混
乱，违章乱建多次发生。近日，二期一户
业主是原三江航天公司员工，为了扩大房
子面积，私自扩充一楼的院子，将房前的两
棵桂花树偷偷挖走。

小区业主多次找物业投诉要求之后，物
业公司才将违建的院子拆除，桂花树补种。

“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
下，物业的保安门卫简直是形同虚设。”居
民黄女士气愤地说。

航天花园的三期建设在即，对靠近工地
的小区居民的生活已经造成很大地困扰。

近日，小区居民发现，开发商和物业公

司想在二期住房院墙处开一个门，通往三期
施工现场，运输建筑原材料。

“我们找物业公司讨要说法，他们刚
开始闭门不见，后来说是开发商为了降低
施工成本，可是，事先物业都不和我们居
民商量，至始至终一句道歉都没有。”居民
冯先生说。

更夸张的是，为了解决三期项目施工
工人如厕问题，物业公司直接在二期境内
挖一条管道就近引到路面上的一处排雨水
的管道内，这一行为加深了居民的怨气。

“物业公司简直无视法律，不择手段，
肆意妄为。将小区近千户业主的合法权
益诉求置若罔闻。”居民纷纷说道。

据了解，目前，该小区没有成立业主委
员会。采访结束，居民们表示，他们收集了
大量的视频和图片可以证明情况属实，恳
请政府和部门责令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停止
违法行为，还业主一个绿色安宁的家园。

咸安区贺胜路航天花园小区居民纷纷投诉——

“花园”沦为“荒园”，谁之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新闻追问
问民生

市民支持禁江鱼
十年内吃不到江鲜，

市民对此如何反应？记者
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发
现不少市民知道长江禁
渔，即使此前不了解的，听
说后也表示了支持。

市民马先生说：“对
于我们老百姓而言，长江
禁捕的影响其实有限，长
江鱼少的话我们就用塘
鱼、海鱼来代替。而且，
为了保护长江，保护我们
的母亲河，舍弃点个人的
口腹之欲也没什么。”

市民张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本来对禁渔没有
概念，一次偶然跟出租车
司机聊天才知道江河都
是有禁渔期的。对于禁
渔相关政策，希望商家能
够严格遵守，而作为消费
者，她也会支持。

“长江大保护嘛，支
持。”问到禁渔，一位市民
脱口而出。他说，食用野
生动物安全风险比较高，
他的家人本来就是不吃
的，现在有政策支持更有
利于保护长江生物，“没
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在御湾酒店，一桌正
在用餐的食客也对禁渔
表示了支持。食客说，没
有了江鲜还可以用塘鲜、
海鲜替代，消费者应该全
力配合长江保护工作。

禁捕：重拳打击非法捕捞
7月7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咸安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禁贩长江水产品专项执
法行动。

7月9日，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联合赤壁
市农业农村局开展长江禁捕专项执法行动。

7月10日，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
展淦河打击非法捕捞执法行动，对龙潭河、
淦河和人工湖进行突击检查。现场缴获非
法渔具地笼网10余个。

7月13日上午9点，赤壁市农业农村局渔
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正从窑咀下水，乘冲锋舟
进行江面巡逻，严查江面及江岸捕捞行为。

7月22日，我市开展了长江流域禁捕西
凉湖联合执法行动。

连日来，我市全面启动长江流域禁捕
“百日攻坚战”行动，以百日之期为限，严厉
打击各种非法捕捞行为，清理整治非法买卖
地下产业链，扎实有力推进我市长江流域
10年禁捕工作。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伍朝
红介绍，我市涉及长江禁捕的区域有四个：
长江嘉鱼至赤壁段，全长128公里；赤壁市
皤河全长53.43公里；通山县富水水库面积
3万亩；西凉湖面积12.78万亩。

此次禁捕行动，以“禁”为重点，围绕“船
（管住船舶）、捕（严禁捕捞）、贩（江鱼、湖鲜
交易）、食（食用江鱼）、转（转产转业）”五字
诀，打好长江流域禁捕“百日攻坚战”。

整治中，执法人员分两组，一组在水面
巡逻检查，一组在路面巡江检查。同时利用
监控、电子围栏、船舶定位等技术手段加强
监管，对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今年以来，我市共开展巡查执法92次，
清理湖区地笼网等非法捕捞渔具800余件，
查获销毁地笼网、丝网、迷魂阵等非法捕捞
渔具2000余套，没收电鱼设备50余台，查
获非法捕捞渔获物2000余斤。

伍朝红表示，下一步将建立协作机制，
定期组织水上、陆上巡回检查、联合执法，形
成水陆执法闭环，以“零容忍”态度依法严厉
打击非法捕捞违法犯罪行动，全面维护整体
生态平衡。

禁贩：农贸市场难觅江鱼
华信农贸批发市场水产区是我市最大

的水产品集散市场之一。22日上午，记者
来到华信农贸批发市场，看到水产区的不少
店招牌上的“长江鱼”“长江鲜”等字样都已
经被铲除，整个市场内都找不到“长江鱼鲜”
等字样。

“以前我卖的都是长江鱼，现在转卖
塘鱼了！”华信农贸批发市场一家水产店
店主指着鱼缸内的黄颡鱼、鲫鱼等水产品
说道。该店铺的墙面上还贴着一份《禁止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水产品野生动物非法
交易和广告行为倡议书》，店主郑重承诺，

该店不养殖、采购、销售野生动物和“长江
鱼鲜”产品。

“现在整个市场上都找不到长江水产品
了。”该店主说。

当日，记者还走访了宏大农贸市场、白
茶菜市场等地发现，大多数水产品摊主对长
江禁捕政策非常了解，面对询问，也都自觉
表明，他们不卖长江鱼，已经转卖池塘养殖
的水产品了。

白茶菜市场一户经营水产的商贩告诉记
者，温泉市场监督管理所已经对商户进行了
排查，也向他们强调宣传了不要售卖江鲜。

这位商贩坦言，现在水产养殖技术发达，
人工养殖的鱼虾品质、卖相好，供货稳定，真正
经营江鲜的本来就不多，尤其是在平价的菜
场，真正的江鲜就更少见了。之前偶尔有人打
出江鲜的旗号，售卖的也不一定是野生的，现
在管理更规范严格，对商户们也是好事。

“全市只要涉及江鲜的店招牌都必须全
部清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全面贯彻长江禁捕工作，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全市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开展全覆
盖检查，对含有“江鲜”“长江水产品”“野生”
等广告进行拆除或清除。

禁食：“江鲜”退出餐馆菜单
潜山商业街上的“余厨”是一家以长江

鱼和野味为特色的餐厅。7月22日中午，记
者来到余厨餐厅，发现餐厅已经将店招上的

“长江鱼”“野味”字样清除，餐厅入口处的江
鱼鱼缸里空空如也，菜单上的“江鱼一锅鲜”
也更换为“塘鱼一锅鲜”，美团等网络平台
上，菜名也同步进行了更换。

余厨老板余亚兵告诉记者，餐厅接到相
关部门的通知后，连夜订做了新的店招，并
对菜品进行了调整。

余亚兵介绍，餐厅主打江鲜和野味，所
以调整之后，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他仍有

信心将餐厅经营好，现在他们店的菜品也转
向了家常菜，主厨也正在研制一系列新菜
品，估计8月份可以推出。

不以江鲜为主打菜的餐厅也积极配合
禁售江鲜工作。咸安区“厨嫂”餐厅的店长
周青告诉记者，厨嫂是湘菜餐厅，食材以红
肉、家禽为主，水产用量不大，餐厅对水产
类食材进行了排查盘点，食材主要是家鱼
和塘虾。

“禁食江鲜对咸宁餐饮业是一个大考
验，这就要求我市各个餐饮企业磨炼技艺，
更新观念，不断推陈出新，用更精湛、更极致

的烹饪技艺以及更加新颖的菜肴让咸宁美
食走得更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说，咸宁美食不仅仅只有江鲜，希望餐饮
企业将咸宁本土特产纳入主打菜，在传统菜
方面提档升级，对本土的原材料进行研究，
选择消费者普遍认可的色香味，让顾客感受
咸宁美食文化的魅力。

除了在创新菜品上下功夫，我市还有一
些餐饮企业“另辟蹊径”。多家餐饮企业正
采取线上线下互动、网络实体并举的方式，
持续推进管理创新、产品升级，适应消费新
形势，培育消费新业态。

不捕 不卖 不买 不吃

禁食“江鲜”这道餐怎么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王娟 江志鹏

近日，为保护长江生态，我市全面启动长江流域禁捕“百日攻坚战”行动，同时深入集贸市场、超市、餐饮店，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禁贩、禁食长江水产品专项整治行动，发布《禁止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水产品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广告行为倡议书》。禁捕情况

如何？生产、经营单位和市民反应如何？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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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如何选购山药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九九”咨询，想用山药熬汤，

但市面上山药种类很多，该如何选购？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一超市工作人员表示，山药营

养丰富，是物美价廉的补虚佳品，受到人们的喜爱。市场
上的山药种类很多，表皮光滑的吃起来口感比较脆，比较
适合炒着吃，比如山药炒木耳。而有些山药形状弯曲，外
表皮凹凸不平，麻点比较多，毛须比较旺盛，这种山药口
感绵软，比较适合炖汤、熬粥和做甜品。在购买山药时，
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应选外观完整、平直、粗细均匀、无异常斑点、没
有腐烂的山药。如果表面疙瘩多、比较粗的话，说明山药
已经老了；如有异常的斑点，可能感染过病害。

其次，山药的横切面肉质应呈雪白色，这说明是新鲜
的，若呈黄色似铁锈切勿购买。

最后，要掂重量，大小相同的山药，较重的更好。
山药削皮很麻烦，粘液中含植物碱和皂角素，沾在身

上还会发痒，可戴塑胶或一次性手套，在水中削山药皮，
这样不仅不会让粘液粘在手上，也可以防止山药在手中
打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如何选购钢琴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想知道新手该如

何选购一台合适的钢琴，需要花多少钱？
【记者打听】近日，武汉音乐学院的周老师分享了选

购钢琴的几种方法。
周老师表示，乐器的价格是上不封顶的，买琴要根据

自己的预算来。对于初学者而言，一般选购2万多的钢
琴足以应对平时的弹奏需求。如果以后走上专业道路对
于钢琴有更高需求可以再进行更换。

选购钢琴首先需要看品牌，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品牌
有珠江、海伦、雅马哈、卡哇伊、英昌等。除了这些，还有
许多小品牌或杂牌琴，选购上建议选择大品牌，音色、流
畅度、琴键触感等方面更好，质量也更有保证。

在锁定一个或者几个自己感兴趣的品牌后，紧接着
要寻找这个品牌的官方代理琴行。登陆品牌官方网站，
查看公布的官方代理资质的琴行就好了。同一品牌的钢
琴包含各种不同的型号，在去琴行之前，需要问清楚他们
是否代理你需要的型号，否则可能白跑一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公交车次可否增加？
部门：已回复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咸安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城区1路公交车有时候等了1
个小时还没有来。公共交通车次太少，希望相关部门能
帮忙解决问题。

该网民表示，自己某天在咸宁市义乌小商品城等1
路公交车，很久都没来。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公共交通服
务跟不上，体验感差，建议增加公共交通的车次。

针对该网民的问题，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该网民反映的问题我们已收悉，根据跟其电话联系，
由于当天城区普降大雨，渔水路南门桥洞积水过深，所有
车辆从北站发车走八斗角，走普爱医院绕行到三角洲发
车，所以导致中途一段时间南方中医门诊、人民医院、义
乌小商品市场、没有公交车经过，对此深表歉意。提醒广
大市民可通过“掌上公交”手机小程序，随时查询公交线
路发车情况，避免延误出行。

转诊医保如何报销？
部门：已回复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上发帖咨询，他在通城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保险，如果到咸宁市中心医院就医住院能否报销，报销比
例多少？

针对网民咨询的问题，通城县医疗保障局有关工作
人员回复称，咸宁市中心医院因疾病住院可以报销。
该医院是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凭有效转诊手续报销标
准为：扣除起付线1100元，合规医疗费用扣除自费部分
10%，然后按60%比例报销；如没有办理转诊手续报销
标准为：扣除起付线 1100 元，合规医疗费用报销
30%。如需要咨询转诊事宜，可以拨打县人民医院医保
科转诊电话。

咸宁高投集团
XIAN NING HTI GROUP

本报讯 通讯员夏星、吴静报道：为深入贯
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试行）》文件精神，结合高投集团各党支部任期
届满的实际情况，经高投集团第16次党委会研究
同意，高投集团第一党支部、第二党支部于7月20
日开展了党支部任期届满的换届选举工作。

同时，针对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5家子公司（高
新城投公司、高新资本公司、高新贸易公司、重资产
公司、景秀生态公司），开展了成立党支部的选举工
作。高投集团党员、积极分子、团员等共计百余人
参与了党支部换届选举和党支部设置工作。

目前高投集团共有党员72人（含预备党员
14人）。为规范国有企业党支部设置，完善国有
企业治理结构，根据《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有关规定，经调整后高投

集团现有8个党支部，集团设置第一党支部、第
二党支部，6个子公司党支部分别为：职教投党
支部、高新城投党支部、高新资本党支部、高新贸
易党支部、重资产党支部、景秀生态党支部。按
照建立党委书记带头的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
要求，集团领导班子都有对应的基层党支部联系
点。

下午15时，7个支部的党员选举工作如火如
荼地进行。集团第一党支部、第二党支部换届选
举工作分为三个环节：一是上一届支委会向党员
大会汇报支委工作总结；二是党员大会选举产生
新一届支委会成员；三是支委会选举产生支部书
记和副书记，支部书记对其他委员进行分工，并
将选举结果报送集团党委。对于新成立党支部
的5家子公司，开展党员大会的选举工作则只需

进行党员大会选举工作，并将选举结果报送集团
党委这两个环节。

下一步，高投集团党委将进一步深化“党的
一切工作到支部”的理念，明确党组织在国企中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核心、政治核心
作用；进一步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健全
和完善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考评体系；进一步提高
党支部建设质量，推动高投集团党建工作与中心
业务工作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以新担当新作为开
创新时代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新局面。

高投集团开展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
为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墙材应用与

推广，崇阳县墙革办在县住建局的领导
下，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重点，全县建
筑节能工作不断推进，绿色建筑、绿色建
材得到快速发展。

严格把关。按照《民用建筑节能条
例》《咸宁市绿色建筑实施管理办法》及
《咸宁市2020年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
展工作要点》等文件规范要求，把节能墙
材标准贯穿于工程监督过程中，建立长
效机制、齐抓共管。

督查整治。认真落实预拌混凝土企
业绿色生产转型升级要求，对现有的4
家预拌混凝土企业，按省市有关工作要

求，积级开展落实绿色建材工作，一方面
大力推进绿色生产提档升级，另一方面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县内4家预拌混
凝土企业进行督查整治，直至达标。

引导推广。积极推动新型墙体材料
与建筑节能快速发展。全县原有新型墙
材企业2家，2019年底投入大量资金，引
入智能化生产流水线，换代提档升级新
型墙材产品。（夏路斌 王涛）

崇阳推进绿色墙材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