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心网民
集思广议

管理归属

互踢皮球

记者联系了市园林局等相关部
门。

市园林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城区各处绿化管护工作具体由各
管理处进行管理，不知道南外环旅游
集散中心转盘处往太乙洞方向是否
属于该局管理范畴，具体请记者咨询
市园林局温泉园林管理办公室。

市园林局温泉园林管理办公室一
名冯姓管理人员介绍，南外环旅游集
散中心转盘处往马桥方向，该办安排
了管理工作人员，定点定时对那里的
桂花树、景观带等进行管理。每年还

定期在5、6、7、9月份，进行大面积修
剪、管护。

而南外环旅游集散中心转盘往太
乙洞风景区方向，那里是潜山村的管
辖范围。据他猜测，那边的桂花树应
该都由附近村民或者相关部门种下
的，桂花树并没有交由园林部门来管
理，所以他们也没有管理权。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相关
规定，景观带桂花树，都是采取“谁栽谁
管理”的管理原则。如果是村民种下
的，就应该由村民或村集体进行集中管
理。如果是相关部门种下的，也应该走

正常程序，交由相关部门来管理。
记者随后联系了咸安区马桥镇政

府，该镇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那里
的桂花树不是潜山村村民们所栽，应
该是建设南外环时市政部门栽下的。
在进行开发时，原潜山村土地被相关
部门征用，村民们都早已搬迁出来了，
冰雪王国、潜山古寺等多个开发项目
早已落户附近，桂花树应该也是那时
同时栽下的，其管理问题也应该由市
政部门来管理。

互踢皮球，这片桂花树的归属问
题、管理问题成了一个待解的谜。

桂花树林

杂草横生

9日，记者来到网民所说的南外
环路。自旅游集散中心转盘处往太乙
洞风景区方向行走，经过一座桥后，记
者看到，道路两边的桂花树确实呈无
人管理状态。

两排桂花树在繁茂的草丛林中自
由生长，桂花树和野草都有一人多高，
大部分桂花树枝叶茂盛，枝叶上布满
灰尘，有一小部分因为旁边的野草攀

爬，压弯了枝头。其中一棵不足1人
高的桂花树，因为旁边杂草的影响，枝
干干黄，叶子几乎掉光。记者尝试走
进看看，发现杂草横生，人根本无法进
入其中。

“南外环作为城市的交通要道，很
多外地客商都会经过这里到城区游
玩，看到这里的桂花树荒废到如此地
步，肯定会很心寒的。”正经过此地的

市民刘先生表示，桂花作为咸宁的市
花，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旅游集散中心转盘至马桥镇方
向路段，记者看到，有园林工人正在为
此地的桂花树除草。此处的一名工作
人员介绍，他刚来此工作的时候，他的
上级就告诉他，往马桥方向属于他的
管护范围，但桥另一边的桂花树就不
属于他的管理范围。

近日，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上，一

则题为《桂花树的“呐喊”》的帖子引起众

多网民的热议。

网民反映，南外环路段桂花树有人栽

无人管。网民们跟帖表示，相关部门应迅

速行动，让南外环路边现有的桂花树得到

保护。

9日，记者就此事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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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桂花树的管护问题让引起
网民热议，他们表示，管护问题不能耽
误，应集思广议，征集管理方法。

网民“憨猪是福”表示，不管是谁
栽下的，既然在咸宁城区，就应该得到
应有的管理和保护。建议由园林部门
牵头，制定具体管理计划，或像其他城
区主干道上的桂花树一样，将其列入
保护范围内，进行规范化管理。

网民“蝴蝶飞飞”说，他是一名骑行
爱好者，每天早晨都会骑车去转一转。
每次路过南外环时，看到那里种的两排

桂花树，被野草慢慢覆盖。现在不走近
看根本分不清是桂花树还是野草，让人
心寒。南外环是我市温泉旅游的必经
线路，每年下半年，温泉旅游进入旺季，
来往城区游客增多，更不应该让埋在野
草里的桂花树，给城市建设抹黑。希望
相关部门能引起重视，管护好我们的市
花，还市花一个优良的生长环境！

在一事业单位工作的罗西表示，
桂花作为咸宁的市花，入秋后，以主色
调占据了市民、游客的心。城区从小
区、道路两旁、公园、村落，到处都可以

见到她们的芳容。秋风中，整座城都
弥散在浓郁的桂花香中，各个乡镇村
组也都以能种满桂花与桂花结缘而自
豪。在这样一个美轮美奂的地方，也
存在管理死角，实在不该，相关部门应
该引起重视。

网民“xxb_461202”建议，南外环
离城区较近，如果相关部门、村里、开
发企业都不愿意进行管理，可由城区
市民志愿式认领进行管护，一人一棵
或者一家一棵，大人带着孩子去定期
进行管护。

在咸宁日报官方微信里，有一位
叫李诚的粉丝，他热爱轮滑。他说，那
种自由、飞跃、风驰电掣的感觉，是其
他运动所不能比拟的。

今年26岁的李诚是咸安人，最早
接触轮滑，还是在少年时期。12岁时，
他去溜冰场玩耍，看到他人在里面飞
驰，就对轮滑有了兴趣。

此后，他每周都会去溜冰场两三
次，跟着身边的人，一边模仿一边学习。
学习轮滑，摔跤是常事，他就经常摔得鼻
青脸肿回家，裤子都摔破了好几条。平
时，只要一有空，他就看电视上的滑冰节
目，一边看一边模仿他们的动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技术越来

越好，在同一个旱冰场上，当很多人还
扶着栏杆慢慢滑时，他就能够很流畅
地倒滑了。

2008年，李诚到武汉读大学，他发
现，学校里面有个轮滑协会，便立马加
入该协会，延续少年的爱好。

“玩轮滑的快乐不仅仅在于运动
本身，而且还能结识更多的朋友。”李
诚介绍，在协会里，他不仅结交了50多
个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院系的同学，还
收获了一份爱情。

李诚现在的女友，就是通过轮滑
相识相爱的。“从手把手教她玩轮滑开
始，到现在能尝试着双人滑，轮滑这项
共同的爱好就好像胶水一般，将我们

粘在一起，恋在一起，同时也练在一
起，一举三得。即便现在都工作了，我
们还是会练习轮滑。”他羞涩地说。

对于轮滑，很多人想不明白，一只
脚一排轮子，是如何站稳，还能行动自
如的？“熟能生巧，不怕摔，学会摔。”这
是李诚给出的答案。

“轮滑是一项很好学的运动，刚刚
接触轮滑时，难免会有不适应，但是经
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就能够掌握基本技
巧了。”李诚说，很多人没有坚持就是因
为怕摔而放弃了。其实，坚持下来，能
从中获得的快乐，会让受伤不值一提。

李诚还认为，轮滑能让身体柔韧
性、灵活性、速度、力量等各个方面都

得到锻炼和提高，对提升智力也很有
帮助，适合各个年龄。他希望，热爱轮
滑的人能够越来越多。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
“新楼盘的燃气初装费到底该不
该业主出？”16日，网民“赤壁”在
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发帖问。

该网民是华景中央公园业
主，今年10月收房后，被告知要
交燃气开通费。而据相关文件规
定，自2009年9月1日起，全国各
地新售楼盘先后实施不准收取燃
气、暖气相关配套费的政策。

“我们这里是去年4月1日
后办理房屋预售许可证的，就不
得收取燃气开通费。华景预售
许可证是去年九十月份办的，也
就是说华景收取的燃气初装费
属违规行为.。”该网民说。

该小区的业主向物价部门
反映了此事。经物价部门核实，
华景收取每户2300元的燃气初
装费属违规行为。

但因业主与开发商的房屋
购买合同上写有“管道天燃气的
开通和使用须根据相关单位的
规定，由买受人自愿开通并负担

其相关费用”，物价部门无法作
出相关处理。

18日，记者致电物价部门
了解到，根据相关政策，开发商
售楼时要实行明码标价。如房
价多少钱一平米，燃气开通费多
少钱等，都要在合同里写清楚。
如果燃气费等相关费用包含在
房价里，那么就不能再收此费
用；如果相关配套费用不包含在
房价里，就可以收取代办费用。

物价部门提醒，市民们在买
房或即将收房时，一定要看清楚合
同上的相关条款再签字，对有疑问
的地方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
近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上发帖称，社区里养狗影
响居民生活，让人很没安全感。

网民“星星”发帖表示，他住
在福星城小区，小区内有一条宽
敞的步行道，两边绿树成荫，非
常适合散步。很多居民都习惯
在饭后到那里走走。现在，养宠
物狗的人多了，晴好天气里，晚
上出来散步的狗非常多，有些还
是半人高的大型犬，不拴狗链，
横冲直撞。走在小区里，没有一
点安全感。狗随地大小便的事
情也是屡见不鲜，让本来干净的
小区变得脏兮兮的。

近日，记者在市畜牧局了解
到，我市规定所有饲养犬都须办
理身份证明，出门遛犬必须束犬
链，饲养的狗应每年定期接种预
防针。有些社区，直接禁止居民
在小区内养狗、遛狗。

虽然有如此规定，但一位业

内人士却告诉记者，给宠物狗办
理身份证、打预防针，实际上执
行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网民“海市”、“西方极乐”跟
帖表示，那些大型犬如果不拴链
子，确实是挺吓人的，曾看到过，
社区里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被
吓得大哭。爱狗人士养狗本来
是增添生活情趣，不应该将自己
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
上。出门拴好狗链，及时清理狗
狗大小便，文明养狗，这是对居
民安全的重视。

社区居民养狗惹非议
网民呼吁：文明养狗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
日，网民“铁树开花”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称：“骗子出新骗
局了，利用助学金骗学生家长。”

该网民在帖子里说，当天上
午，他接了个170开头的来电。
对方直接问他：“你是不是***
（该网民儿子的名字）的家长
吗？”“是。”接着，对方说，他儿子
有笔助学金已打到通山财政局，
共3280元，具体怎么领，请拨财
政局的电话。

“他还要我记住财政局的电
话和一个5位数的助学补助号
码。他提供的通山县财政局的
号码是：17072701689。”该网
民说，他觉得奇怪，他儿子在上
高中，并没有申请助学金。

于是，问对方是学校还是什
么单位的。对方答是武汉教育
局。当再准备问时，对方就一直
说有什么问题打他提供的电话，
然后就挂了电话。该网民越想

越不对，“公家单位怎么用手机
号来作为公众咨询号呢?”

这时，他儿子初中同学的母
亲说有急事，要去街上。一问，
是她儿子助学金的事，说当天是
最后一天的领取时间，过期就领
不到了。原来，她也接到了170
开头的手机来电。

我们打电话问了孩子班主
任，确定是骗子的来电。该网民
提醒大家，学生家长一定要提高
警惕，以免被骗。他也希望相关
部门要保管好学生的信息，严查
泄漏学生信息的人员。

学生家长遇助学金骗局
网民提醒：要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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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外环桂花林成了“没娘的孩子”
图/文 记者 朱亚平

【网民咨询】
网民“一颗心”问：我父亲准备26

日去北京，闲来无事时，坐公交车到
高铁站买了票，这几天发现票不见
了，到处都没有找到。请问火车票丢
失后怎么补办？

【记者打听】
18日，记者咨询了相关人士。据

介绍，火车票如丢失，旅客应持购票时
使用的身份证原件，并提供原车票乘

车日期和购票地车站名称
等，在火车站售票厅的挂
失补办窗口办理挂失补办
手续。

须按原车票车次、席位、票价重
新购买一张印有”挂失补”字样的新
车票，缴纳与原车票票面价值相等的
票款。持新车票上车后，应向列车工
作人员声明，到站前经列车站确认席
位正常使用，并开具客运记录。到站
后24小时内，凭客运记录、新车票和
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至退票窗口办理新车票退票手续，按
规定核收手续费。

需要注意的是以下3种情况不能
办理挂失补办手续：1.不足票面发站
停止检票时间前20分钟提出的；2.原
车票已经退票的；3.已经挂失补办
的。 （记者 马丽）

【网民咨询】
网民“猫”问：我家住城区某小区，

多层 6 楼的房子，楼上有一个很大的
露台。这几年来，只要外面一下雨，我
家屋顶就开始渗水，雨不大还好，如果
下大雨，天花板整个泡涨，还不时往下
滴水，根本没法住人。

我多次找过物业协商，可至今也
没能解决。物业解释说，房子是2007
年交的房，五年的质保期已过，没法找
开发商买单。

【记者打听】
咸宁律师彭杨珊表示，在正常使

用下，房屋建筑工程关于屋面防水工

程的保修期限为5年。
屋顶漏水的主要原因一般是建筑

物存在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应该由
开发商负责保修。而过了保质期的，
则需要与业委会等商量，看能否使用
维修基金进行维修。

所以，如果购房者购买的是一手
房，那么在交房时需要向开发商索要
《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
书》，以确认房屋质量和房屋的保修事
宜。并且，在房屋出现问题时及时与
开发商沟通并保
留好相应的证
据。
（记者 赵晓丽）

轮滑小伙的“滑”样年华
记者 赵晓丽

房子保质期后找谁维修 火车票丢失后如何补办

网民在线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
近日，网民”一清泉”在咸宁新闻
网（咸宁论坛）发帖称，最近枫丹
公交公司的公交卡更换为农商
银行卡，会不会存在安全风险？
如果这张银行卡不慎意识，卡里
充值的钱能否转到新办的卡里？

针对网民疑问，19日，记者到
中辉国际农商行网点了解情况。

该网点大堂经理表示，农商
行金融IC卡采用的是目前国际
上广泛使用的芯片卡，安全系数
高。该卡里面有银行借记账户
和电子现金账户两个独立账户，

借记账户取款需要密码，而电子
现金账户可以直接在公交车上
刷卡使用，无须密码。

一旦银行卡遗失，可以立马
进行挂失。对于借记账户里的
钱，只要他人不知道密码，是很
难被取出，但万一出现问题，农
商行会返还全部钱款，如果市民
实在担心安全问题，可以在此账
户不存钱或存少量钱。

电子现金账户，也就是作为
公交卡使用的钱款，一旦遗失，
就跟以前的公交卡一样，无法将
钱转到新的卡里。

公交卡换新后安全吗
农商行：安全系数高

新楼盘燃气初装费该谁缴
物价部门：按合同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