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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朗的天气，3月的阳光，暖暖的微风
拂面，春日的感觉越来越浓。

14日，记者在淦河畔看到，市民游客
沐浴暖光，放飞快乐。健身跑步的青年，
牵手散步的情侣，追逐玩耍的孩子们……
这些在健身绿道、公园滩地里游玩的人
群，享受着咸宁“母亲河”的美丽景色，见
证着城市活力的逐渐复苏。

淦河最早记录可追溯至北魏郦道元
的《水经注》。这条长76.6公里的古老河
流，从幕阜山跌落700多米入南川水库，
一路蜿蜒北上，接纳10条支流，穿过广袤
田野、村庄，走过繁花似锦的咸宁城区，最
终涌入斧头湖汇入长江。

每天吃过晚饭，家住温泉月亮湾附近
的市民周晴和几个老姐妹，相约着去淦河
边的小广场上跳舞。“看看现在的淦河，水
清岸绿，河畅景美，多好！”

曾经的淦河可不是这样。
“以前，淦河可是有名的‘臭水沟’，一

阵微风，臭味刺鼻。再一看，水成了酱油
色。”周晴说，“近十几年，长年生活污水直
接排入淦河。别说在河边跳舞了，以前走
路都要绕着走，尽量避开这条河。”

“那可不是嘛，特别是一到夏天，沿河
居住的居民家里开不得窗，出门身上衣服
都会留下味道。”周晴的舞伴邓阿姨回忆
说。

我市对淦河的治理，其实从未间断。
市水利和湖泊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1年，我市开展淦河治理，对河面垃圾
进行清除；2012 年，修建沿河绿化带；
2015年，开展淦河水环境治理……

“淦河治理一度处于‘今天修这块，明

天修那块’的状态。”该负责人感慨说，“别
看就一条河，治理涉及城管、环保、水务、
住建等多个部门。各家发现问题时间不
一样，资金使用安排侧重不同，就会出现
反复整治、效果不佳的现象。”

避免头痛医头，惟有通盘整治、提前
布局、综合施策。2018年1月，咸宁市启
动淦河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总投资
6.8亿元，包括黑臭水体整治、防洪排涝工
程、生态景观工程等三大类60余个子项
目，全力为淦河做“焕颜手术”。

咸宁城发集团、中建三局共同实施该
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约5.6亿元。

“淦河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市在
编制《淦河流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淦
河水质提升方案》、淦河‘一河一策’实施
方案后，建立了预防保护责任制，开展了
淦河水域岸线保护、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
修复。已完成了盘泗洲新城区水系连通
工程、淦河西河桥段人工湿地工程、双鹤
桥橡胶坝右岸整治工程等项目。”市水利

和湖泊局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从一号桥一路向北，沿淦河行

走，在双鹤桥橡胶坝右岸、淦河西河桥段
人工湿地公园，游客秦文收获美景无数。
她拿着相机一路拍一路感叹：“咸宁的淦
河好美。”

市民赵先生说，如今的淦河绿道行人
如织，河道两岸栽种的桂花、金叶楠等树
木，郁郁葱葱，苍劲挺拔；樱花、兰花、月季
等鲜花漫堤。

市民钱女士说，现在的淦河湿地公园
亭台楼榭、绿树栈道，居民推窗见绿、下楼
就是公园，十分惬意。

其实，淦河之所以变美，更得益于市
委市政府对淦河治理的高度重视，得益于
各级各部门工作落实到位，得益于咸宁人
全民参与呵护母亲河。

近几年来，咸宁市委、市政府围绕“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宜居、自然”的整治
标准，本着“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因地制
宜、先急后缓”的原则，坚持长远谋划、持

续推进、久久为功，围绕解决淦河防洪及
水生态环境保护系列问题，从工程措施、
技术措施、管理措施等方面落实淦河管理
与生态保护。

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全面推进将淦河
流域小微水体纳入河湖库长制工作体系，
全力抓好水生态文明建设和水环境保护
工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守护好咸宁绿水青山。

在建设改造过程中，住建局、生态环
境局、水利和湖泊局、城管执法委等各级
单位积极调度和协同，不断实施淦河防
洪、水生态修复、水污染防治等系统治理，
持续提升淦河流域防洪能力，加快改善淦
河流域水生态和宜居环境，更好地满足市
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

对已建成项目加强日常管护，社区、
各类志愿者团队积极开展清河活动，主动
投入到保护母亲河行动中。

经过几年的打造，目前，市区淦河流
域建成综合性公园5个，社区公园2个，专
类公园2个，小游园45个。其中，通过淦
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建成城区公园7
座，桥梁和公园亮化4处，景观绿化提升6
处，治理淦河岸线14.2万平方米。

淦河流域已形成“水清岸绿、鱼翔浅
底”的美丽画卷，正朝着生态之河、美丽之
河、文明之河、富民之河奔涌而去。

市民都说淦河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敖琼

百姓话题

家里水费异常怎么办？
网民报料：
我是咸安人，我家住在芷岸青林小区，2017年我外

出打工没在家住一天，可是每个季度都收到短信通知用
了4吨水。希望相关部门解释一下相关情况。

记者调查：
15日，记者联系了市住建局排水处，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该网友反映的情况不是个例，他们已经收到了
芷岸青林小区多名业主的投诉。他们已经与联合水务
相关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了详细查勘。

“我们现场了解到，芷岸青林小区里，所居住的楼栋
为高楼层，供水方式为二次加压送水，而该网友提出的
水费异常问题，经联合水务工作人员核实，该住户家中
水表表位正确。”市住建局排水处相关负责人说，由于不
是高峰期的时候水压偏高，可能导致管网内部水流回
流。

联合水务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与芷岸青林小区
业主及其代表协商后，将在近期为相关业主家中的水管
装上止回阀。

市住建局排水处工作人员表示，若网民朋友们还有
其他用水疑问，可拨打联合水务公司24小时服务热线
8182111或市住建局排水处电话8898008进行咨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结婚登记可否增加仪式感
网民报料：
文明婚俗需要满足婚姻登记对象多样化婚姻登记

需求，塑造城市新形象，不知咸安区民政局可否设置宣
誓仪式等，以增强领证仪式感。

记者调查：
该网民“刘女士”称，自己今年要结婚了，听说婚姻

登记程序一般十分简单，新人填表、盖章即可领证，效率
虽高但缺少仪式感。

“结婚是人生中的大事，领证时增强仪式感，也更能
慎重的对待婚姻。”刘女士说，希望咸安区民政局设置宣
誓仪式加强领证仪式感，留下一辈子的美好回忆。

对此，咸安区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目前该
局已多方筹措资金，于2021年年初完成扩建婚姻登记服
务场地100多平方米，并增设了独立的颁证大厅，加强颁
证大厅建设，为有需求的当事人及其亲友提供温馨神圣
的颁证环境，让当事人在庄重神圣的颁证仪式中领悟到
婚姻的责任，留下美好的回忆。

同时，该局将力争在2021年上半年全面推行结婚登
记免费颁证制度，更好的为大家服务。若大家还有任何
后续相关问题，欢迎致电该局进行处理，联系电话
8340032。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商贩占道经营怎么办？
网民报料：
通山月亮湾农贸大市场外道路有很多小商贩违法

占道经营，影响正常交通秩序，造成附近路段脏、乱、差
的局面，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出行，降低了附
近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还有部分商贩在垃圾堆旁边兜
售鱼类等生鲜，食品质量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
从快、从严进行整治。

记者调查：
11日，记者到通山县月亮湾农贸市场调查，发现早

晨8:30前确实存在部分菜农、水产商贩占道经营的现
象，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一位居住附近市民表示，商贩卖菜营生很理解，但
完全不顾周边环境就做得不对，每日从这里路过脏乱不
堪，特别影响生活心情。

城管局执法人员表示，因通山工作作息时间调整，
执法人员需每天早上8：30签到后再到辖区进行巡查整
治，不少商贩“钻空子”在八点半之前进行占道经营。

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态，将迅速调整工作时间，每
天7:30—17:30在月亮湾农贸市场周边不间断巡查执
法，实行网格包保管理，加大劝说和惩处力度，并在月亮
湾农贸市场计划设置城管执法岗亭，解决流动摊贩日常
与城管执法人员“打游击”的问题，为周边居民提供零距
离的城市管理投诉和建议渠道，全力为群众营造良好一
个的生活环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3月3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市600多家小作

坊取得生产许可证，提升“颜值”的同

时，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为什么要进行小作坊改造、如何

改造、日常监管怎么管？近日，记者进

行了实地采访。

新闻追问
问市场

17日，记者来到咸安区地质队菜场，碰到了家
住咸安区交通巷的老陈，他告诉记者，他退休后最
爱逛菜市场，每次去菜市场一般直奔卖散白酒的
摊位，打上半斤高粱酒。“一开盖子，酒香直扑鼻子
还不烈，那是纯粮酿造的。”老陈说。

一个馒头，二两酒，再配上一盘花生米和一碟
猪耳朵，这些百姓日常餐桌上的食品大多来自不
起眼的小作坊。

去年，我市开始对全市小作坊进行改造升级，
提升“颜值”的同时，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以
城乡接合部、市区内隐蔽不易被发现的小作坊为
重点，按照市场外、商场超市、集贸市场3类业态进
行全面摸底调查，督促所有小作坊通过悬挂、张贴
等方式，亮坊名店名、亮公示栏板、亮登记证明。

为什么要对全市的食品小作坊进行改造升
级？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科负责人告诉记者，
提起食品小作坊，很多人会想到“散、乱、差”。小
作坊的便利和味道，让人爱，可条件差、隐患多，也
成为食品安全事故的“高发区”。

当日，春雨绵绵。咸宁高新区十六潭路上的
小杨酿酒坊老板小杨，抽空就把挂在屋外墙上的
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证擦干净。

上个月，许可证刚发到手里，小杨就迫不及待
地将它挂在了最显眼的地方。他说：“这可是我这
小店的‘金字招牌’，以往还有人担心我的酒用料
不好，买酒时在旁边看着我做酒，如今有了证，不
仅没人盯着看了，还多了不少新客户。”

为何改？ 散乱差安全隐患多

“小作坊连着大民生。食品小作坊要真正摆脱
散乱差的整体现状，最有效的途径是向‘精特美’靠
拢，加强综合治理和规范提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长王用新说。

为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年制定印发了《咸
宁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食品摊贩安全管
理办法》，鼓励和支持食品小作坊改进生产经营条
件和工艺技术，引导具备条件的食品小作坊向食品
生产企业升级，从“小散乱”向“精特美”转型，从而
规范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提升我市食品小作
坊整体发展水平。

听说要对小作坊进行升级改造，赤壁市龚嫂鱼
糕店老板龚嫂头一批就报了名。

她告诉记者，“我这条件绝对过硬，鱼糕店虽然
不大，但经过多次改造分隔成了5间，原料区、洗手
更衣区、加工区、消毒区、成品区，并从武汉购进搅
拌、磨料等最新生产加工设备，总投入达到25万多
元。我们店连用来加工的用具全部是白钢的，卫生
无污染。”

申报许可证的过程中，龚嫂发现评审条件非常

苛刻，要对从业资质、场所设置、布局、设施设备、包
装运输、落实主体责任以及从业人员等多方面进行
审核。

虽然自认为生产条件不错，但龚嫂鱼糕店还是
对小作坊进行了硬件提升和卫生改造，把地漏全部
换成防鼠板地漏，下水道盖全都换成白钢材质。最
终，从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到了小作坊食品
生产许可证。

为了解决小作坊分散的问题，咸安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建成一个投入2000余万元，厂房面积
4000 平米的米面小作坊生产园区，完成了“贺
胜鸡汤”“老实老食”由小作坊到生产企业的转
型提升，“高桥萝卜”的蔬菜制品集中生产园区、
华信农批小作坊集中加工园区也正在建设之
中。目前，咸安区324家小作坊已全部取得生产
许可证照。

咸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局将充分借鉴“明厨亮灶”成功经验，通过智慧化
监管和社会共治并行，倒逼小作坊生产经营者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制度机制。

怎么改？ 小而精小而特小而美

当日，记者走进咸宁高新区锦湖菜市场的姐妹
卤坊，粉刷洁白的墙体、素雅干净的瓷砖地面、井井
有条的隔断操作间，若不是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卤
香味，记者都怀疑走错了地方。

老板娘对记者说：“别说是你，就是我自己都觉
得这里不像卤味小作坊。以前不太注意卫生和标
准，很多时候原材料和加工出来的成品都是随意放
在一起，但自从改造升级后，常有工作人员过来检
查和指导。以前的加工环境，跟现在真的没法比。”

老板娘还告诉记者，“以前大概一天能出50
斤，收入有2000多元，现在基本上每天能出100
斤，收入翻了一番。加工环境变美了，来买卤味的
人也比以前多了。”

记者在店铺的墙上看到，挂着一块食品安全公
示栏，上面粘着营业执照、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证、
质量安全承诺书，还标注了进货查验制度、食品安
全事故处置制度和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记者注
意到，3名生产者的健康证明也贴在公示栏上。

“这是硬件要求，咸宁高新区的小作坊都有这
样的食品安全公示栏，小作坊合不合规，消费者自
己就能辨别。”市场监管局咸宁高新区分局新城所
负责人谢鲲说，“平均每周抽查一次，也不固定时
间，随时上门抽查，做好日常监管，主要包括日常监
督检查、监督抽检及飞行检查等。”

就在记者采访时，锦湖世纪城居民熊女士进门
买了卤鸭翅、卤鸭脖和卤牛肉回家，临走时她还不
忘帮卤味店打广告：“她家的卤味很正宗的，干净不
说，味道又好，小区好多人都在这里买，好吃！”

谢鲲介绍：“我们对辖区食品小作坊分类建立
了‘一坊一档’基础档案，通过设计流程布局、提前
介入规范、强化日常监管等多项措施帮助指导其转
型升级。”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其他食品小作坊负责人
对已提档升级的食品小作坊进行现场观摩、经验交
流，以示范引领持续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谢鲲
说。

如何管？ 一坊一档随机抽检

小作坊如何生产“新味道”？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曹玮

桂泉小区房屋如何改造？
网民报料：
我住咸安区桂泉小区，住建局委托桂香建筑做房屋

改造。维修屋顶本属其中一项，但施工方桂香建筑并未
对小区的屋顶做维修。同时，因为水管铺在沥青下，路
面沥青铺得较薄，水管经常被挖破，导致小区停水，望相
关部门核实处理此事。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咸安区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经

调查，针对桂泉小区业主卢女士来电反映的小区内施工
没有按照施工图纸对屋面进行施工事项，楼顶漏雨属于
建筑物本体维修，应由居民出资。

依据《咸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第五条第三
项规定，鼓励居民参与改造工作，居民自筹资金、小区内
公共停车或广告等公共收益，经居民自治小组或经授权
业主委员会同意，可用于小区改造和日常维护管理。建
筑物本体维修和多层楼房加装电梯以居民出资为主、其
他资金为辅。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对多层楼房加装
电梯给予适当补助。该投诉涉及的内容不属于老旧改
范围，老旧小区改造政策中坚持“谁受益、谁出资”的原
则，鼓励居民参与改造工作，增强居民的参与感、获得
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