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
网民“一休”咨询：他家孩子先天

性没有听力，不知道在医疗康复方
面，政府和社会对此有没有什么帮
扶？孩子长大了也想上学工作，不知
道在残障人士接受义务教育、职业教
育方面有没有什么优惠待遇？

【记者打听】
24日，市残联相关负责人称，

目前，我市以实施0至6岁残疾儿
童康复工程为重点，全面开展了白
内障复明、社区家庭康复训练、助

听器验配、人工耳
蜗等 20 多项康复
服务，年服务残障
人士在 6000 人次
以上，中央和地方

提供康复救助资金已超 1000 万
元。

在残疾人士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和职业教育方面，残联系统主要
是履行扶残助学的工作职能。市
残联与市中等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联合创建了残疾人士和残疾人子
女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基地，为残障
人士提供电子、数控、计算机、机械
修理、医护、林农等多种专业技能
培训，提高就业技能。

我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
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工作的通知》规
定，凡入学的残疾生可享受一定的
优惠待遇，减少家庭经济负担。毕
业后，由该校、市残联及相关部门
推介就业。

（记者 朱亚平）

【网民咨询】
网民“猫”问：我还没有结婚。

我爸妈为了保障我的生活，特地在
温泉给我买了一套房子，想直接写
上我的名字。这样划算吗？

【记者打听】
咸宁律师彭杨珊表示，父母买

房时，儿女没有结婚，房产证上直接
写上儿女的名字或者把房子过户给
儿女，可能带来三个后果。一是孩
子独立买房时可能多付首付；二是
孩子婚后买家庭二套房时交房产
税；三是婚后若有意外，配偶有权继
承婚前财产。彭杨珊特地解释，许
多父母认为房子属于婚前财产，但
其实孩子一旦在婚后不幸去世，其
配偶、孩子和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继

承人，有权继承逝者的所有财产，包
括婚前财产。这意味着，如果孩子
在未成年时和父母共有房产，孩子
名下的房产也将作为遗产分割和继
承。

如何化解这种尴尬的现状？
彭杨珊支招，一是可以作公证，约
定子女未成年时和父母共有的房
产，在父母生前，权益属于父母所
有；二是直接到房产交易中心做房
产份额变更，减少子女名下的房产
份额，最少可变更为1%。这样，即
使子女成年后以自己名义所购房
产超标，需要征收房
产税时，至少和父母
共有的房产部分，计
税量将极其有限。
（记者 赵晓丽）

商品房是否该写子女名字 残疾人士享有哪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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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达人

现在，市交警部门正规划在
城区其它道路增设隔离护栏。具
体规划是：泉塘社区到鄂高两侧
和中间；岔路口到军分区门口，长
约 2000 米；二号桥到红旗路中
学，长约350米；杨下到电力学校
两侧。

“我们正在向上级打报告，一
旦批准，将立即实施。”金汉才说，
通过现已安装隔离护栏的路段来
看，隔离护栏是城市交通的安全
带，不仅有效缓解了车辆拥堵的现
象，杜绝争道抢行、逆向行驶等违
法行为，也使通行秩序更加规范，
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因此，他呼吁市民们要确保安

全，各行其道，守法出行，爱护公共
设施，不要随意翻越、攀爬护栏，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积极举报故意损
坏护栏的违法行为，全市人民共同
努力营造咸宁和谐靓丽的城市环
境。

据介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故意损毁、移动、涂改交通设
施，造成危害后果，尚不构成犯罪
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处200元
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处15日
以下拘留。

“无论是谁，如果擅自拆除道
路隔离栏，一旦查实，交警部门将
对当事人依法进行处罚。”金汉才
说。

C 隔离护栏还将扩围
希望市民爱护设施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
24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宁
论坛）上发帖称，在她不知情的情
况下，她名下的一栋别墅房要被
拆除。记者随后进行了采访了
解。

网民“杨女士”发帖表示，她是
咸安区官埠桥镇栗林村12组大和
农庄处别墅业主，别墅规划证、土地
证、房产证“三证”齐全。今年10月
份，她突然听说，她名下的这栋别墅
被征收，大和农庄庄主孙某在未通
知她和另外一户业主的情况下，私
自签下了征地协议，并进行了房子
评估、赔偿价格等事项。

杨女士表示，挖路机都推到了
家门口，自己的房子要被强拆，自己
却一点不知情。1个多月时间里，
她先后多次次找相关部门讨要说
法，但一直未得到正面回应。

记者随后与咸安官埠桥镇取得
了联系，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因项
目建设的需要，该镇受委托，对大和

农庄范围内的房屋、树林、鱼塘、道
路等设施进行征收，经湖北八方资
产评估公司和咸宁安居房产评估公
司评估后签订了征地协议。具体细
节他并不清楚，他建议，如果业主觉
得处置不公，或者觉得赔偿问题不
妥，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大和农庄庄
主孙某。孙某表示，征地合约是7
月份签的，他签订的征地合约严格
来讲只代表他个人，是不涵盖另外
两位业主的房屋。

孙某表示，他在4、5月份，便口
头通知了两户业主征地拆迁事件；
在6月份，他还与两户业主沟通，让
他们把房产证、土地证的复印件交
由他，由他来办理相关的评估、赔偿
事宜。孙某介绍，造成现在这个局
面，主要是因为赔偿问题与两位业
主谈不拢，两位业主说事先不知道
此事并不是事实。

孙某说，如果两位业主觉得此
事不公，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房子要被拆除，业主却不知情？

涉事双方各执一词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
网民“深海鱼儿”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发帖称，每天早晚，小区门
口的道路太拥堵，市民都无法正常
通行。

该网民住在位于温泉幸福路的
大楚城小区，每天早晚，门口的路都
被堵得水泄不通，严重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大楚城对面是温泉集贸市
场，每天人多车多，道路两边还经常
停靠车辆，导致更加拥挤了。

“在这里买房就是图个便利，现
在反而觉得住在这里很麻烦，连出
租车都不愿意走这段路了。”该网民
说。

23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温
泉中心市场旁的几条道路的确比
较拥堵。幸福路两侧虽立了四个
大大的禁停标志，但许多三轮车
都视如无物般地停在路旁，本来
宽敞的道路如今只能勉强让两车
通行。

其附近除了菜市场，还有居民
楼以及一所幼儿园。旁边的商户张
女士说，每天上学放学时间特别堵，
这个地方没有停车库，是拥堵的主

要原因。市民王女士认为，还有个
原因是，商户们配送货物的时间太
集中，都在早上，错开配送的话，早
上或许不会太拥堵。

当日，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而目前并
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建议市民到
菜市场时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步行，避开高峰时段。“加强交
通疏导，需要多部门齐抓共管。”

温泉集贸市场附近太拥堵
交警部门：建议市民避开高峰时段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20
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
坛）上发帖称，同一条街上经营的店
铺，每年收取的“垃圾处理费”却不
尽相同，这是为什么？众网民质疑，
这样的收费是否合理，有待查证。

网民“逸游”发帖称，他在温泉
城区潜山路上经营一家炒货店，前
不久，他的银行账户被相关部门强
制划扣了1350元的“生活垃圾处理
费”。据他了解，和他同在一条街上
经营的沿街铺面，每年由相关部门
收费员上门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却
低于1350元。他质疑，收费是否合
理？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管理部门
市环卫局，该局局长黎钢表示，关
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问题，
从国务院、国家住建部、湖北省到
我市，都有相关规定。规定明确指

出：城市生活垃圾，采取谁产生谁
付费的原则。因此市环卫局的确
要上门向经营者征收生活垃圾处
理费，但从未超标准收费。

因该网民所经营的店铺是以炒
货生意为主，日常产生的瓜子壳、花
生壳等垃圾较多，因此，该项垃圾处
理费也明显高于其他经营化妆品门
店、药店的商铺。所以才会出现邻
里商铺“收费标准不一”的问题。

“垃圾处理费”收取标准不一
环卫部门：按相关规定收取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
日，网民“陈”在咸宁新闻网（咸宁
论坛）发帖子称，家里的电线被烧
毁，无法鉴定事故原因的情况下就
无法认定责任。他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相关部门
了解情况后，立马对此事进行了处
理，这种将群众利益时刻放在心上
的行为值得点赞。

网民“陈”家住咸安龙潭新
村。一天，电线突然被烧毁，导致
生活无法正常运转。而且事故责
任没有查清楚，无法认定责任。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检修分公

司一接到该网民的反映后，公司的
配电运检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家
了解情况。原来，在7月份，因附近
工地施工拖土车辆将380V分支线
路挂断，导致低压电杆断裂，而用
户表计位于低压杆上，因而造成用
户表计开关出线扯断（属于用户产
权），目前用户供电已正常。

检修分公司相关人士向该网
民解释说明清楚情况，该网民表示
谅解。目前，该公司已采取增强周
边地区配电线路防护宣传措施，提
高周边居民、施工单位保护电力设
施意识。

居民家中电线无故烧毁
供电部门：立即恢复正常

吃水果时，很多人习惯将里面的水果种子随手
扔掉。但咸宁日报官方微信的一位粉丝王蔷，却别
出心裁，用水果种子培育出绿意盎然的小盆栽，装点
生活。

今年32岁的王蔷，爱花成痴。这种爱，源于母
亲的熏陶。王蔷的妈妈也特别喜欢花，特地在乡下
弄了个小院子，种上几棵金桂、银桂、石榴、腊梅、橘
子树等，待到花开时节，满院都是花香。

耳濡目染下，王蔷便也爱上了种花养花。尔后，
无论是在外地读书，还是在单位工作，王蔷都会利用
小小的空间种点花草。“有花有草，才感觉生机勃
勃。”

去年夏天，王蔷偶然间发现一位朋友利用水果
种子种出了小盆栽，觉得很有趣，便开始自己摸索着
用吃完的柚子种子种盆栽。

首先，王蔷将种子洗干净，然后寻找一个自己喜
欢的器皿或杯子，装上湿润的泥土，把种子全部摆
好，小头朝上，2到3天喷点水，一周左右就发芽了。
发芽之后，继续浇点水，保持湿润。几周之后，她的
书桌上出现了一盆绿意欲滴的小盆栽。

此后，王蔷继续探索如何更好地种水果种子，柠
檬盆栽、柑橘盆栽、火龙果盆栽……

在试种了多种盆栽后，王蔷逐渐成为一个能将
许多水果种子培育成漂亮盆栽的达人，且有自己独

到的见解：例如品质优良的培养土，最适合种室内种
子盆栽，太黏稠的土壤，就不适合拿来种种子盆栽；
只有新鲜的种子才会发芽；种子泡水的时候，尽量不
要放在烈日下暴晒，要放在阴凉地方，以防止水分蒸
发；有些种子是必须将芽点朝下栽种，有些则是朝
上，要找到芽点的位置，才能把种子放在对的位置
……

“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开始，种一盆小盆栽，能体
会生命的奥妙，这种感觉与从花鸟市场直接买回现
成的不一样。从种子一点点发芽生根到枝繁叶茂，
整个过程会有很多惊喜，收获成就感。”王蔷对此深
有体会。

“大家如果有时间有精力，都可以试一试，别有
一番滋味。”王蔷说。

部分城区交通隔离护栏由于人为破坏被撤除，面对市民的疑问，交警部门表示——

城区隔离护栏仍将“扩军”
文/记者 马丽 图/记者 陈红菊

近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上发帖问：“马柏大道中间
曾安装了隔离护栏，可现在护栏又
撤掉了。既然安装了为何又撤除掉
呢？”

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为何被撤
掉？该不该撤掉？隔离护栏还会安
装吗？25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2013年9月起，城区长安大道、
银泉大道、马柏大道三个交通干道
安装了隔离护栏。目前，长安大道
和银泉大道的护栏还在“坚守岗
位”，但马柏大道上的护栏却被撤掉
了。

对此，市交警支队二大队大队
长金汉才说，安装护栏，出发点是为
了维护交通秩序、保障市民安全，但
有少数人为了一时方便，不愿绕道，
想方设法私自拆掉护栏。有些临街
的商家为了装卸货物以及车子出入
方便，就私自拆掉了隔离栏。

该交警支队工作人员曾在夜间
巡查时就看到，一名商家在路灯下

拆卸隔离栏。为了“走捷径”，道路
两边部分商家和居民私拆护栏，在
马柏大道是公开的秘密。

此外，在马柏大道通行的大货
车很多，车辆冲撞也是护栏损坏的
重要原因。

“温泉岔路口至交警一大队的
马柏大道路段最为严重，破损缺口
多达10处，最长一处有十几米宽。”
金汉才说，破损的护栏缺口，最终成
为了交通安全的隐患。

行人从护栏破口处横穿马路，
无视不远处的斑马线。骑电瓶车的
人直接从缺口穿过，冲入对面的逆
向机动车道，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开小车的人也从破口处掉头，追尾
现象时常发生。

交警部门多次对损坏护栏进行
维修，也对市民擅自拆除隔离护栏
行为进行了惩处，还呼吁市民爱护
公共设施，但人为破坏的现象屡禁
不止。最终，不得不将该路段的护
栏撤掉。

A 护栏人为破损严重
成为交通安全隐患

“隔离护栏挺好的，这样一来，
行人就不会随意穿越马路，我开车
也轻松多了。”25日，市民潘先生沿
银泉大道驾车送人到市妇幼医院
时说。

潘先生称，以前开车，随意调
头、乱穿马路的现象很多，他常被
突然出现在视线的人和车吓得一
身冷汗。自从隔离护栏安装后，银
泉大道的交通变得井然有序。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不少
市民纷纷加入有车一族，这大大增
加了道路拥挤，人、车、路三者的矛
盾越发凸显，交通安全存在隐患，
隔离护栏能够有效减少这种安全
隐患。”市民徐阳说，他期待城区其
他道路也能安装隔离护栏。

在禄神酒店上班的小林也认

为隔离护栏好。他说，禄神大酒店
门前车流大，堵车严重，事故频发，
最多的时候，一天发生了7、8起交
通事故。现在，各行各道，相安无
事。“护栏像是个很好的调和剂，让
每个人都变得礼貌起来。”

据介绍，针对人车挤道、非机
动车与机动车抢道等乱象，造成事
故频发的问题，市交警部门在城区
一些路段安装了安全护栏，其间有
人行横道点和掉头点。隔离护栏，
将宽阔的马路“一分为二”，让来往
车辆秩序井然。

据统计，自设立护栏后，城区
交通事故发生率降低了90％。目
前，城区现在有隔离护栏的道路是
长安大道和银泉大道，总长分别是
800米和1500米。

Ｂ 护栏规范交通秩序
多数市民期待安装

王蔷的绿意生活
记者 赵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