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街区美在哪里？
“咸宁打造‘美丽街区’，是我市建设自

然生态公园城市的需要，也是推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重要抓手。”市城管执法委主任何
宏辉说。

美丽街区，美在哪？总的来说就是“干
净、整洁、有序、安全、共管、特色”。

“干净街区”主要指街区内街道要干净整

洁，施工场地符合要求，垃圾清运及时，垃圾
分类有效开展等。

“整洁街区”提出街区内至少有一片开放
的公共绿地，居住社区应结合边角地、废弃
地、闲置地等改造建设“口袋公园”“袖珍公园
"等。主要考核街区的绿化美化、道路设施维
护、沿街建筑立面整治、城市家具维护情况、

广告牌匾是否有序设置、城市照明系统是否
完备等。

“有序街区”聚焦是否有占道经营情况，便
民摊点经营、车辆停放是否规范有序等。

“安全街区”主要考核街区内广场、桥梁、
构筑物、户外广告设施、休闲健身设施等是否
存在安全隐患，各类安全管控措施及应急措

施是否有效。
“共管街区”主要从组织保障、高效管理、

共享共治、群众满意度等方面推进。
“特色街区”为创建活动加分项，力求形

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创建成效
明显，在咸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彰显人文特
色，体现人文关怀。

7月2日，记者从咸宁市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今年我市开展“共建美丽街区、共管城市
家园”活动，计划将白茶街区（滨河社区、白茶社区、温
泉社区）打造成“市级美丽街区”样板，不断满足市民
对更美好城市生活环境的向往。

美丽街区美在哪里？为什么选中白茶街区？如
何创建好白茶街区？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白茶街区，如何打造成美丽样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实习生 费霖好 通讯员 赵丽红 陈功铭 刘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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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存安全隐患怎么办？
网民报料：
桂花城幼儿园正门上方通讯线路杂

乱，目前联通、移动、电信、楚天视讯公司
均将能移走的线路处理，但还遗留一些
无部门处理。该线路离地面高度仅2.5
米左右，且一端靠近变压器，一旦坠落连
上变压器极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为孩
子安全着想，请求政府领导协调解决安
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决问
题。

记者调查：
记者联系了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工

作人员回复，该局收到群众反映后，相关
负责人立即组织咸安区科经局工作人员
赴关音巷实地查看情况，确认市民反映
问题属实后，立即指令市电信公司接收
整改任务，要求本周五内必须整改到
位。之后市电信公司相关人员冒雨对线
路进行加紧施工，对垂落的废弃电缆线
进行拆除。快速完成巷口300米线路整
改，消除安全隐患，还市民清爽“天际
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小区出入口塌陷怎么办？
网民报料：
咸安区车站路和江春小区出入口严

重塌陷，小区天燃气停了、1 栋还断电
了，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查明原因并解决
好小区居民的民生问题。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联系了咸安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该局回复，和江春花园小区1楼
外于7月1日下午6时许发生路面地坪
塌陷，该局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立即赶
往现场，并联合永安办事处、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车站路社区、电力、燃气以及
和江春项目建设单位和物业管理单位共
同开展地坪塌陷原因分析调查工作，并
做好现场防护和人员疏散。经调查发
现，造成地面塌陷的主要原因是1楼化
粪池出现裂缝后渗漏，渗漏液体长时间
冲刷周边土体，导致化粪池周边土体慢
慢流失，最终导致地坪塌陷。由于塌陷
部位下方管线较多，为确保在开展地坪
塌陷施工维修时的安全，需对燃气管线
和电力管线进行临时安全处置，所以在
施工维修期间对小区天燃气和电力停止
供应。目前，施工维修工作已完成，小区
电力和天燃气供应恢复正常。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东门山桥洞路何日能通？
网民报料：
永安办事处东门山桥洞上坡处已封

了一个月，天天也不见有人施工。给附
近居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请问何日这
条路能通行？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永安街道办事

处，该处相关负责人回复，经永安街道办
事处调查得知，东门山桥洞为地质灾害
点之一，永安街道及三元社区相关工作
人员在进行地质灾害巡查的过程中，发
现该处因降雨出现小部分裂缝，为了排
除安全隐患，永安街道联合交警四大队、
咸安区自然和规划局、区应急管理局、地
质大队等四家单位商讨应急处置措施，
经相关地质专家鉴定后得出处置方案：
1、由交警四大队负责将该路段进行封
闭，禁止车辆通行；2、咸安区自然和规
划局安排施工人员对石头墙进行挖掘并
降低留置；3、社区安排施工人员对该路
段进行封闭，并安排人员值守！因封闭
道路给附近居民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7月6日，我市开展2021年暑期城区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治理校外培训
机构安全问题、无证无照问题、学科类培训机
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组织等级
考试和竞赛等6大问题。对此，记者展开调
查。

门类多门槛低
培训机构参差不齐

6日，记者来到温泉中心花坛附近一家教
育培训机构，看到数学提高班的老师正在授
课，几名学生在台下认真听讲。

该培训机构负责人称，他们已经办了五
六年，在家长群里有一定知名度；老师有长期
辅导经验，学生和家长反响很好。然而，当记
者问及是否取得教育培训资质时，该负责人
避而不答。

在该机构宣传单上，记者注意到，兴趣班
每周开课一次，按课时计费，各科目一节课价
均在200元左右；暑期课时费2800元/科，每
周三次。参加提高班的学生小林直言，培训
班老师更注重解题方法、应试技巧、猜题押题
等，平时他仍以本校老师的讲解内容为主。

市民冯女士想给上初二的儿子报个英语
班，看了几家辅导机构都不太满意：“有的辅导
班什么科目都开，儿子试听后觉得学不到东
西。不少机构条件也不好，像个草台班子！”

冯女士担心地说，培训机构对师资的要
求普遍较低，辅导班老师水平良莠不齐，学生
在兴趣班学习，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整治中，他
们发现一些地方在审批校外培训机构时，设
置的门槛较低，没有规范设置标准和管理标
准，导致培训机构法人治理机构不健全，教学
质量跟不上。

“报班前，家长要征求孩子意愿，不能越
俎代庖；报班时，应选择取得办学许可证、有
教育培训资质、师资力量和办学经验较丰富
的专业培训机构。”该负责人说。

报班多负担重
影响孩子身心健康

家住咸安区御龙花园的婷婷今年10岁
了，即将上五年级，学校放暑假了仍不能玩
耍，而是换个地方继续上课：作文提高班、奥
数班和英语班。这些辅导课，让她忙得不可
开交。“趁着孩子小、接受能力强、课业不太紧
张，想让她多学点东西。”婷婷的妈妈陈女士
说，她们班七成以上的同学都报了辅导班，不
能叫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孩子们报班大多
是家长主导，他们生怕不参加辅导班，在学习
成绩等方面会比别的孩子落后。

一些辅导班又布置作业、安排竞赛，课程
内容更深、更难，导致孩子们课外负担更重。

“学校作业每天要写到晚上10点多，辅导班每
周二、周五两次，还要再抽时间处理辅导班的
作业，有的题目其实‘超纲’了，非常难。有时
熬到凌点才能写完。 ”家长曾先生告诉记者。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在各地较为

普遍。”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认为，校外培训
的火爆，吸引越来越多学生参加，既加重了学
生的课外负担，影响孩子身心健康，也增加了
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7月6日上午，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文件精
神，咸安区召开2021年暑期全区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整治工作联席会，动员部署做好今年
我区暑期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

据了解，全区共登记造册校外培训机构
420所，学科类147所，非学科类近273所，其
中办理了工商注册登记206所，办理了办学许
可证140所。

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六类问题：一是校外
培训机构安全问题；二是无证无照问题；三是
学科类培训机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
试、组织等级考试和竞赛问题；四是中小学招
生与校外培训机构考试竞赛挂钩问题；五是
中小学“非零起点教学”问题；六是中小学教
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导
或逼迫学生参加培训的问题。

整治中发现，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庞大，分
布范围广，存在着监管难、办学质量良莠不
齐、安全隐患多等问题。

抓治理有分寸
疏堵结合注重规范

16日，城区一家课外培训机构内，装点得
充满童趣的教室里一片欢声笑语，外教思奈
尔正和孩子们做游戏。思奈尔拥有TEFL (作

为外语的英语教学)英语教师资格证，并有5
年从业经验。

该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思奈尔工作态
度好、教学水平高，他寓教于乐、亦庄亦谐的
授课方式深受家长和学生喜爱。

记者在前台看到，该机构拥有咸安区教
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并在相关部门登记
备案，手续齐全、资质合格。

咸安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准确把握政策界限，完
善审核标准，突出治理重点，不搞“一刀切”，
鼓励支持培训行为规范、手续完备校外培训
机构的发展，使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该负责人还表示，借助此次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该局将定期公布民办教育机构

“黑白名单”，规范教育培训市场，为学生和家
长选择培训机构提供帮助。

“区教育主管部门早已对在职中小学教
师有偿补课行为出台了处理办法，我们都遵
守纪律，不参与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学活动。
为帮助同学们补缺补差，老师们会在课前、课
后坐班，方便答疑解惑；同时，学校采取‘空中
课堂’的‘互联网+’教学方式，在课余时间引
导同学们学习。 ”市第二小学老师马海明建
议，学生要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考虑参加辅
导班，决不能有从众和攀比心理。

校外培训，如何告别“野蛮生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实习生 费霖好

百姓话题

“建设美丽街区工作中，您认为最核心的
工作是什么？”记者问。

“共建美丽街区、共管城市家园，这个‘共
’字是决定美丽街区创建成败的关键。”滨河
社区党委书记韩小华说。

在美丽街区创建中，滨河社区尊重居民意
愿，发动居民参与，破解了一批城市管理难题。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太差，纪律
松散”“小区绿化长期缺乏维护”“小区基础设
施缺乏维护，无报修制度，处理事情拖

沓”……15日上午，滨河社区召开了第一次
“圆桌会”，市住建局物业科、温泉街道办事处
包保干部、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成员、物业、
业委负责人等围坐一堂，围绕小区管理难点、
痛点、堵点及物业与业委会之间存在的沟通不
畅等问题，积极讨论、当面协商。

咸宁大厦小区、变电小区、农行东苑小区
等老旧小区的一楼过道里，停满了电动车，有
飞线充电的，还有僵尸车。居民想通行只能
侧身过，要是拿东西多了，就得踮起脚小心翼

翼地过。
为此，社区上过门，做过消防安全宣传，

贴过清理通告，请过消防，问过城管，但因部
分车主不配合而无法彻底解决。

“我们也知道飞线充电危险，但是小区里
没有充电棚，我们也没办法。”社区每每上门做
工作，宣传消防安全，居民都无奈地说。

“私拉电线关系到消防安全，还有小区停
车文明，必须尽快解决！”滨河社区党委副书
记刘倩说，他们与包保单位市总工会做好对

接工作后，充电棚第一时间开工，3天时间，完
成充电棚安装及地面平整工程。

“小区里有了充电棚，电动车有了妥善的
放置点，楼道敞亮了，回家的路顺畅无比，幸福
感蹭蹭涨！”笑容挂上居民们的眉梢。

采访中记者发现，路面修好了，垃圾清走
了，墙面干净了，街头花开了，街道颜值变高、
小区环境舒心是周边居民对美丽街区创建最
直观的感受。居民来到这里，徜徉在华灯璀
璨的美丽街区，十分惬意。

如何建好白茶街区？

新闻追问
问城建

“白茶街区”创建范围为温泉街道办事处
滨河社区、白茶社区和温泉社区，东起玉泉
街，西至淦河大道，南起滨河西路，北至双鹤
路，面积约1.052平方公里。

美丽街区为什么选中白茶街区？白茶街
区给出的答案是：市容美、设施美、环境美、生
态美、人文美。

何宏辉表示，相对于其他片区，白茶街区

基础设施、经济实力、文明素养、社会治理等
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有条件、有把握打造全
市美丽街区。

白茶街区是温泉街道办事处早期原居民
原聚居地之一，见证了咸宁社会的进步和发
展，有厚重的本土人文特色。而且，白茶街区
三面环水一面环山，独特地理位置彰显了自
然生态景观的优越性。

同时，白茶街区地理位置处于温泉城区
中心地带，创建美丽街区对四周具有辐射效
应，可以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也可以促进我市
创文固卫的工作。

近年来，滨河社区突出党建引领，加强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效果明显，社区居民参与意
识强，滨河社区于2015年获得全国和谐社区
建设示范社区的称号，2016年获得全省社区

党支部“十面红旗”荣誉称号。
此外，白茶街区近两年内未发生一票否决

事项。未发生塌方、火灾、爆炸、中毒等安全事
故，市民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明显加强。

当日，记者走进滨河社区，犹如进入了一座
小型公园。人行步道两旁绿树成荫、蓊蓊郁郁；
人文墙、鲜花、灌木、草坪……多种元素搭配，
相映成趣，成为了小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为何选中白茶街区？

6月初，我市建立了副市长挂帅、社区吹
哨、部门报到的创建机制，住建、应急等部门
和温泉街道办事处组建涵盖城市管理、物业管
理、共治共享、安全监管等具体工作领导小组，
在市城管执法委派驻工作组的指导下，对标省
住建厅标准，丰富创建内涵，提升城市品质。

“我们这几天每天都到街区，用脚丈量

街区的每寸土地，整理出了28个问题清单。”
市城管执法委市容科负责人说，他们将围绕
问题清单进行快速整改，强力推进美丽街区
硬件设施改造。

白茶黄巷、中屋巷、温茶巷、温农巷道路破
损，但家岭巷道路和立面破损，中央城商业区
周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清单上，

一条条问题正在一步步变成施工图和实景图。
滨河片区违规设置高空广告牌等现象屡

禁不止，这些违规设置的高空广告牌成了悬
在群众头顶的“不定时炸弹”。

拆！市城管执法委联合滨河社区、白茶
社区和温泉社区，启动街区各类违法户外广
告牌拆除行动。截至目前，共拆除楼顶LED

显示屏、楼顶广告牌、楼顶单体字20处。
淦河财苑规划停车场，阳光威娜小区养

鸡场变健身地，老人行小区的飞线不见了……
这些细微处的改变，让居民生活更安心。

“我们小区车辆停放整齐划一，所以孩子
们在小区里面玩耍非常安全，我们非常放
心。”中央城业主饶女士介绍说。

怎么推进街区建设？

异地户口如何迁往农村？
网民报料：
我是咸安区官埠桥镇的村民，妻子

是湖南人，夫妻结婚十几年了，她的户口
一直没有迁过来。最近准备把妻子的户
口迁到和我一起，该如何办理？

记者调查：
咸安区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复称，根

据省厅规范，户口迁往农村的四种情形：
投靠配偶；未成年子女投靠农村籍父母；
因结婚迁出户口后离婚的妇女无固定收
入、无稳定住所导致生活无着落投靠农
村户籍父母；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毕业
两年内未就业的或者就业后因丧失独立
生活能力导致失业的未婚人员迁回入学
前原籍农村（户口所在地），均要首先满
足拟落户地址要有房屋且持有所有权证
（农村地区自建房尚未办理完成不动产
登记的，可以提交乡镇政府或国土部门
等相关证明材料）。不具备条件的则可
根据实际工作、居住情况落户社区公共
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章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