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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3～4日受偏南气流影响，多云、局部有阵雨；5日白天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阵雨。具体预报如下：3日：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南风1～2级，24～34℃；4日：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偏南风1～2级，25～36℃；5日：多云转阵雨，偏北风2～3级，26～32℃。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周阳报道：近日，市
区中亨国际小区业主报料，小区一处围
墙倾斜，且出现裂缝，存在安全隐患，希
望相关单位及时修缮。

于是，记者来到中亨国际小区，在
小区业主的带领下，找到了位于该小区
31栋旁存在隐患的围墙。该围墙高
2.5米，约有20米长墙体倾斜，墙壁上
的裂痕清晰可见，并张贴着提示“危墙，
严禁停车”。该围墙旁是机动车停车
位，外侧是黄畈社区居民区。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问
题，谁也不知道围墙哪天会垮塌，谁也

不知道围墙垮塌的时候，有没有人或车
经过，到时出了问题，谁来管？”小区业
主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发现围墙隐患
后，向小区物业反映，物业表示会进行
协调处理，然而一直没有结果。

“我们在两个月前陆续接到业主反
映 31栋旁围墙出现裂缝、倾斜等情
况。围墙是建房时从平地起的围墙，未
从地下打地桩，中间也没有立柱，而且
中亨国际小区三期是2019年1月份才
竣工验收的。”中亨国际小区爱家物业
负责人说。

为此，她代表物业公司向开发商反
映情况，然而，开发商称是围墙外侧黄
畈社区泥土压过来导致围墙倾斜，他们
不管。于是，她又向所辖社区反映。黄
畈社区相关负责人称，该围墙是平地起

的临时围墙，围墙质量不好，与黄畈社
区居民区泥土没有直接关系。

“2019年，我们小区当时也是一处
围墙出现问题，后来是市住建局开发科
督促开发商修缮的。”该负责人表示，无
奈之下，她只有向有关职能部门寻求帮
助。8月19日下午，市住建局房地产市
场开发科、物业科，十六潭社区、黄畈社
区，小区党支部、物业及开发商就中亨
国际小区隐患围墙如何处理进行协商，
然而并没有得出结果。

8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市住建
局采访。该局房地产市场开发科廖科
长表示，中亨国际小区隐患围墙肯定要
修，目前有三个途径：一是由黄畈社区
来维修；二是如果开发商有责任，由开
发商出资维修；三是启用维修基金来解

决，因为围墙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围墙
不在该科室的职责范围之内，如果形成
一致意见，由开发商来维修，他们将参
与协调，但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这个事情没那么复杂，不用走这
么多弯路。”市住建局物业科负责人李
俊表示，对于中亨国际小区隐患围墙，
首先要把责任找准，围墙是开发商做
的，现在围墙出现安全隐患，应该由开
发商负责。第二，分析围墙损坏原因，
一是围墙本身的质量，二是外力因素
——围墙外侧土渣。既然是开发商做
的围墙，应该由开发商管理维护好，谁
损坏，由开发商找谁负责。隐患围墙责
任主体是开发商，不能动用维修基金。

中亨国际小区隐患围墙，究竟谁来
管？本报将继续关注。

小区围墙成“危墙”，究竟谁来管？
市住建局物业科：开发商应承担主体责任

小厕所折射大文明
——我市城区“厕所革命”观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永涛

小小厕所，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
着社会文明。厕所不仅是基本的民生
问题，还是重要的文明窗口。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厕所革
命”，“净齐优”取代了“脏乱差”，厕所文
明理念深入人心，高颜值人性化的公
厕，已成为咸宁又一闪亮文明名片。

高颜值人性化，扮靓文明风景线

“只看外观，根本想不到这里居然
是公厕。”8月底，从武汉来咸探亲游玩
的吴琼，看到咸宁南站沿河路公厕时，
反复确认，才敢相信确实是一座公厕。

两个圆形建筑比肩而立，大理石墙
面美观大气，若不是门口“公共厕所”的大
字，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小型旅游场馆。

走进公厕，造型美观的洗手池，闻
不到一丝异味的整体环境，使得市民如
厕体验感大幅提升。

记者在里面仔细查看了一番，发现
便器干净整洁，墙面和地面均铺设防滑
瓷砖，不仅设置了无障碍厕位，还单独
设置了第三卫生间。

吴琼感慨：“从公厕的美观和贴心，
就能看出，咸宁城市的文明程度有了质
的提升，难怪能拿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入场券’！”

钱瑛纪念馆旁的书院式公厕、咸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的阳光房式公厕、
金桂桥旁的三棱柱式公厕……走访城

区，这些设计了残疾人蹲位、母婴蹲位、
第三管理间、母婴室、儿童洗手台，配备
了厕纸、洗手液、吹风净手器、檀香、灭
蚊器、扶手的造型别致、功能齐全的公
厕，正成为城市一道文明风景线。

通过“新建一批、改建一批、开放一
批”的方式，我市改造不达标公厕，全面
消除城市旱厕，倡导企业开放共享“爱
心公厕”，以“小厕所”推动“大民生”、彰
显“大文明”。

统计数据显示，中心城区已投入资
金1805万元，建改城市公厕99座(新
建33座，改建66座)，城区有177座社
会公厕免费开放。

精细化长效化，打造文明实践站

世界厕所组织发起人杰克·西姆所
说：“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最好去看
它的公厕。公厕怎样，城市文明就怎
样。”公厕，是一座城市服务功能的标
志，也是一座城市文明的缩影。

近年来，我市不断完善公厕硬件设
施的同时，努力提升保洁质量及精细化
服务水平，让市民“方便”更方便，将公
厕打造成文明实践站。

“现在好了，‘方便之处’越来越‘方
便’，还很舒心。”市民陈鑫感慨，以前，
在外面上厕所是个考验，异味、蚊虫等
让人特别糟心，需要捂着鼻子，以最快
速度解决。

在咸安区体育馆公厕，保洁人员
认真进行打扫冲洗，连边边角角的污
渍都不放过。清理完毕后，仔细确认
保持通风设备的顺畅，并点上去异味
的檀香。

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出台了
《咸宁市公厕管理办法和考核办法》，定
人、定职、定责，对公共厕所进行规范
化、标准化管理，每月的绩效与工作的
考评考核挂钩。公厕的维护资金由市
财政部门保障，专款专用。

此外，我市尝试推行“以商养厕”的
新思路和新模式，取得良好效果。

新建的潜山古寺入口公厕，就是
“以商养厕”的代表，用商铺租金来抵消
公厕保洁费用。商家在免费使用商铺
的同时，负责公厕日常保洁与维护，政
府对管理情况进行监督考核。既减少
了政府在公厕管理方面的投入，又提高
了公厕的保洁率。

强宣传重引导，弘扬文明新风尚

据统计，我市城区现有公厕373
座，平均每平方公里4.9座，每平方公
里公共厕所覆盖率达98%。

如何将公厕这扇“文明城市”的窗
口擦得更亮？我市的答案是：强宣传重
引导，弘扬文明新风尚。

“你冲、我也冲”“细微之处见公德，
举手之间显文明”“来也匆匆，去请冲

冲”“滴水在指尖，节水在心田”……在
城区公厕，文明提示标语随处可见。

家住文笔路社区的刘先生说，公厕
里的文明标语形式新颖、处处可见，时
刻提醒大家在“方便”时，注意如厕文明。

“社区、小区在进行文明宣传时，也
会着重进行文明如厕的宣传，让大家认
识到文明如厕的重要性，并积极行动起
来。”家住书台街的市民阮女士认为，政
府投入这么多物力、人力，将公厕建得
好管得好，作为市民，要自觉遵守文明
规章，不能拖后腿。

市民杨女士，每次上公厕时，都会
自觉冲水，注意不浪费水，还教育孩子
也要这样做，她说，文明如厕，应该成为
每个市民的行动自觉。

据悉，近年来，我市开展“厕所革
命”志愿者义工活动，发动12000余人
次，广泛开展公益宣传，推动文明如厕
进社区、进乡镇、进校园，扩大文明如厕
的影响力、带动力，在全市掀起了一股
文明如厕的新风尚。

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明如
厕，需要社会引导、教育他律，更需要个
人自律，希望每个市民，都能践行文明
如厕风气，弘扬文明新风尚。

文明创建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
讯员杨晗报道：“谢谢你们的及
时救助，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楼
上还住了好几户人家呢。”8月
26日，通城县公安局塘湖派出
所及时处置了一起煤气罐起火
引起的火情，避免了危险的发生。

当日下午18时许，塘湖派
出所接龙印村方某桃（女，77
岁，系留守孤身老人）报警，称
龙印村扶贫安置房内发生火
情，屋内还有煤气罐，十分危
险。

接警后，值班民警胡俊迅

速赶往现场，同时请求消防支
援。到达现场后，只见煤气罐
已着火，现场火势较大，且厨房
空间狭小，部分物品和电线已
被引燃，火情随时可能失控。

为确保群众人身安全，胡
俊一边对现场围观群众进行劝
离，一边立即安排将电闸关闭，
拿起一条湿毛巾往身上一裹就
冲进了火场。进入现场后他迅
速将煤气罐关闭，将其转移至
空旷地带，又转身回去灭火。

最终，火情得到及时有效
处置，现场无人员伤亡。

通城一民房煤气罐燃起大火

民警毫不畏惧紧急施救

本报讯 记者王馨茁、通
讯员胡海、阮文玉报道：近日，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区大队对
辖区内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切实
加强校园周边交通秩序管理。

交警城区大队民警分别走
进了辖区实验中小学、二号桥
小学和幼儿园等学校张贴“知危
险、会避险”交通安全宣传海报，
提醒广大学生时刻注意交通安
全，提高交通安全防范意识，不
断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并结合
机关幼儿园门前路段道路狭
窄、随意停放车辆较多等实际
情况，在学校门前施划黄色网

格线，禁止任何车辆在学校门
前停放，保证师生出行安全。

同时，已前往香城交建校
车公司，全面清查校车、驾驶人
和校车行驶路线安全隐患，督
促及时清理交通违法、交通事
故等信息，严禁不符合条件的
车辆和人员提供校车服务，确
保校车无交通隐患上路。

据介绍，交警城区大队将
继续严格落实“护学岗”制度，
针对辖区内中小学校及幼儿园
门前周边道路，采取个性化疏
导措施，安排警力加大对道路
巡查，全力营造校门前及周边
道路良好交通秩序。

城区交警开展隐患排查

护航秋季开学

本报讯 记者周阳、通讯
员张敏、张拓报道：日前，市区
咸宁大道香泉花园步行街油烟
污染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除
一家暂停营业餐饮店外，其余9
家餐饮店均安装油烟净化设
施。

过去，香泉花园步行街餐
饮店油烟、油污直排，流到外
墙、窗户、下水道和绿化带，严
重污染环境，影响人居环境。
夏天一到，更是臭味难闻。

今年6月，城管、生态环境、
市场监管等部门就香泉花园步

行街餐饮油烟污染问题开展联
合执法，对存在油污排放问题
的餐饮店下达整改通知书，要
求相关餐饮店安装油烟净化
器、烟道。同时，对餐饮店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进行把关，截至8
月24日，9户安装完毕。

市城管执法委综合执法四
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将在日常巡查中持续关注香泉
花园步行街油烟污染整治效
果，确保问题不反弹，以点带面
推进油烟污染整治工作，助力
我市创文工作。

部门联合执法

9家餐饮店安装油烟净化器

政策宣传
进工地

8月26日，咸安区官埠桥镇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走进
辖区建筑工地，向项目建设相关负责
人宣传劳动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条例等法律法规。

目前，官埠桥镇有省直、市直、区
直在建项目10余个。该人社中心工作
人员深入建筑工地宣传政策法规，意
在提升项目施工方与农民工法律意
识，避免出现因薪资影响项目进度等
问题，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的用工环
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陈涵 摄

本报讯 记者马丽、通讯员周娅波
报道：“你们的不规范代理行为，不仅造
成了不良影响，也破坏了招投标市场的
健康有序秩序，必须立行立改。”8月30
日，在我市某招标代理机构差错频出约
谈会上，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要负责
人提出严厉批评，并责令整改。

该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委托，就
一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于8月18日在
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发布招标公

告。8月24日，该项目招标人要求以
“招标文件中最高限价与业绩要求发生
重大变更”为理由终止项目，重新组织
招标。8月26日，该公司发布二次公
告，又分别于8月26日、8月28日发布
两次答疑澄清公告。

终止、答疑等多次项目异常情况行
为引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高度重
视。通过研究该项目两次招标公告和
答疑澄清公告发现，该代理公司发布的

招标公告中招投标条件、范围和内容与
事实不符合，存在项目招标过程中服务
水平过差和组织开标中工作流程或操
作出错等问题。

为严肃工作纪律，加强对代理机构
的教育管理，经研究，该中心按《咸宁市
公共资源交易代理机构进场交易信用
评价办法（试行）》《招标代理机构进场
服务差错行为公示办法（试行），给该公
司扣70分，并予以通报。

该中心主要负责人表示，健康有序
的招投标市场环境，是助推我市经济健
康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心将以此
次约谈为契机，不断创新举措，完善机
制，规范招投标市场秩序，促进我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

该中心将通过“一标一测”“一年一
测”等考核机制，定期对招标代理从业
人员的专业知识、法律知识等能力进行
考查，及时掌握招标代理的业务水平、
服务质量。同时制定信用标准、明确失
信行为，量化代理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的
不良行为。采用信息信用公开制度，通
过差错行为公示、星级评定结果公式为
招标（采购）人在选择招标代理时提供
重要参考依据，创造诚信得彰、失信必
惩的良好市场环境。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约谈招标代理公司

营造良好招投标环境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2021年第90号）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
部情况予以公示。

方高文，男，汉族，1979年11月生，全日制大学学历、教育学硕
士，中共党员。现任赤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正县）。拟
任咸宁市市直单位正职。

公示时间：2021年9月3日至2021年9月9日。广大干部群众
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咸宁市委组织
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
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
借机造谣中伤、诬告陷害。

来信地址：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邮政编码：437100。
举报网址：http://xianning12380.gov.cn。
举报电话：0715-8112380，短信举报号码：13971812380。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21年9月2日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
员陈晶晶、陈昭报道：近日，崇
阳县公安局组织民警开展手枪
实弹射击集中训练。此次训练
有6名民警参加，从8月17日开
始，将为期两周。

实弹射击前，训练教官给
参训民警上了一堂警示教育
课，着重强调公安机关枪支使
用存在的重点突出问题，并带
领参训民警认真学习公务枪支
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重申用
枪要求及靶场纪律，确保此次
训练绝对安全。此外，训练教

官就射击动作、握枪姿势、瞄
准、击发、验枪等要领进行逐项
示范。

实弹射击过程中，参训民警
严格遵守实弹射击靶场纪律和
枪支规范操作流程，上膛、瞄准、
射击，认真把握每一次射击的机
会，在一遍遍的实弹射击训练中
不断提高自己的射击技能。

据悉，该局旨在通过此次实
弹射击训练，进一步增强民警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提升民警警务
实战技能，为更好地履行职责使
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崇阳县公安局

组织民警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