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
网民“墨马姑娘”咨询：最近我

要跟男友步入婚姻殿堂，我要求他
在房产证加上我的名字，但他却说
加不加我的名字无所谓。请问政策
到底如何？

【记者打听】
咸宁律师彭杨珊表示，根据有

关规定，房产所有权的最高效力来
自于房产登记，房子作为不动产物
权，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需
要经依法登记，才会发生效力；未经
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

房产证与不动产登记簿两者记
载是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
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

记簿为准。因此房产证没有你的名
字也无所谓，但是一定要在房产登
记簿上有你的名字。

如果是在婚前买的房子，就算
是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如果闹上法
庭，没有证据能证明你出了钱 ，写
上名字也是白搭的。但领结婚证后
买的房子，就算是只写一个人的名
字，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即便是父
母全资买下的房子，如果没有明确
说明是赠予其子女，也还是夫妻共
同财产。万一不幸离婚，房屋所有
权者也要补偿对
方出款的部分，以
及房子的溢价部
分。
（记者 赵晓丽）

署了名，就是房主吗
【网民咨询】
网民“小季”咨询：我是武汉一家幼

儿园的职工。今年，园里打算圣诞节时
组织员工到咸宁泡温泉，请问咸宁城区
有哪些地方可以泡温泉，价位分别是多
少。

【记者打听】
7日，记者到市旅游局了解到，温泉

城区有5家温泉酒店。酒店和价格分别
是三江森林温泉，团购价148元/人，景
区挂牌价198元/人；万豪温泉谷，团购

价128元/人，景区挂牌
价188元/人；碧桂园温
泉，团购价98元/人 ，景
区挂牌价168元/人；瑶池
温泉，团购价78元/人，景

区挂牌价168元/人；太乙温泉，团购价
85元/人，景区挂牌价168元/人 。

若选择在三江森林温泉、万豪温泉
谷、碧桂园温泉、瑶池温泉，泡完后可去
爬爬潜山森林公园，呼吸清新空气，感
受自然之美。若选择太乙温泉，则可到
太乙洞一游。

另外，咸宁各县市区也有温泉。如
赤壁龙佑温泉、崇阳浪口温泉、嘉鱼山
湖温泉等，都值得一去。

咸宁每个温泉都有自身的特点，如
三江森林温泉是华中地区唯一具有森
林特色且最大规模的温泉度假区，打造
出了“东方模式、御式服务、情字风格”
的温泉。碧桂园温泉度假区是具东南
亚巴厘岛风格的室内外温泉，格调新
颖，恬静幽雅。 （记者 马丽）

泡温泉，有哪些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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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胜印象小区乱收停车费
物价部门：实行市场调节价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
日，网民“万千”在咸宁新闻网（咸
宁论坛）发帖称：“三胜印象小区乱
收停车费。”

该网民称，开车进三胜印象
时，没有看到停车收费的提醒，出
来时保安却说要收费，不给钱不让
走，给了钱又不给发票。这样的收
费合理吗？

11月28日，记者到该小区采访
发现，小区内没有明显的停车收费
标识，便问保安小区是否收取停车
费。保安表示，物业规定要收停车
费。他指着保安亭外右下方的一个
牌子说：“收费标准在那里。”

该小区的停车收费标准是露
天停车场每车每月50元；地下停车
场每车每月70元；临时停车白天5
元，晚上10元；半小时内不收费。
抢修、检修、救护等车辆不收费。

对此，市民们看法不一。有市
民表示，小区停车收费很正常。也
有市民表示，碧桂园等一些小区都
不收费，为什么三胜印象要收费

呢？还有市民说，虽然收了停车
费，但物业并不保证车的安全，若
有车辆被偷被损，物业概不负责。

该小区物业一名工作人员称，
小区收取停车费是用于对停车设
施的维护，收费低，是合理的。如
果业主希望物业看管车辆安全，需
另外交费。

当日，咸安区物价部门表示，
根据相关文件，我市已开放住宅小
区、娱乐场所、宾馆等地停车收费，
并实行市场调节价，即由经营者或
物业根据经营和市场的供求状况来
定价，只要不是暴利就是合理的。

前几天，司机邹先生车子刚年审完，
一看其中有一张超速的单子，吓了一跳。

“按照新交规，一个超速的单子就
要被扣6分，两次就扣完了，就得重新
考。看来以后真的要注意了。”

市民刘先生是个大大咧咧、脾气
较急躁的人，以前他开车出去办事，
总是掐着时间点出门，因为最烦等，
开快车、闯黄灯成了家常便饭。

但最近半年来，刘先生坦言，自己
开车小心翼翼了很多，特别是看到绿
灯，亮了很长时间还没变灯更是不敢

过去。他笑称：“交规调整后，我的脾
气也被磨练得缓和了很多。”

今年的新交规一度被吵得沸沸
扬扬，市民小美则表示，无论有没有
交规规定，司机开车行驶时都应该以
安全为前提，不超速不乱行，遵守交
规，尊重他人生命。

出租车司机何师傅表示，原来看
到黄灯，他会一踩油门就冲过去，在
交规的规范下，现在超速的坏习惯已
经彻底改掉了。

8日，在温泉中百仓储、岔路口、
二号桥等路口红绿灯处，许多车辆快
临近斑马线或红绿灯时，都自觉减速
慢行。据交警方面的统计，今年，闯
黄灯的车辆较以前而言，明显减少。

的士提醒系安全带，开车提前设置短信，“瘾君子”丢掉手中的烟头，红绿灯口降低车速……

新交规下的驾车新常态
记者 朱亚平

“女士，请你系上安全带。”7日
一早，家住温泉幸福路的周女士上
了一辆的士，一坐上副驾驶室座，
的士司机便叮嘱她。

每天早上，周女士都是搭乘的
士赶往单位上班。她习惯坐副驾
驶室，却不习惯系安全带。

新交规很严格，她不想给自己
也给别人惹麻烦，因此她现在一上
车，就会主动系上安全带。

当日，记者在花坛附近拦下了
一辆的士，一上车，的士司机叶师
傅便温馨提示：“请系上安全带。”
叶师傅说，目前，还是有一些乘客
不愿意系安全带，但他依然会对每
一位上车的乘客“唠叨”一遍。

“以前市内开车，谁会系安全
带？现在，你站在路边看看，绝大
多数驾驶员都系了。新交规还是
很有震慑力的。”叶师傅感慨道。

当日下午，在温泉中百仓储红
绿灯路口处，10分钟内，过往的10
辆出租车、私家车，除两名副驾驶
座上的乘客没有系以外，其他人都
系着安全带。

7日中午，下班后的朱先生驱车
回家。途中，电话响起。朱先生未接
电话。电话铃声停止，一条“我正在开
车，稍后联系”的短信自动传给了对
方。

朱先生是一家私企老板，平时业
务特别多。新交规实施后，朱先生就利
用手机的特殊功能，设置了一条“我在开
车，稍后联系”的短信。

“开车接打电话，一只手握方向
盘，难把准，还分散注意力。”朱先生

说，以前不以为然，但现在，他严格遵
守交通法规，文明驾车，也不忘提醒身
边的人，设置固定短信。

记者调查了解到，城区内有车一
族大部分认为，在开车时做到完全不
接电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在
一事业单位上班的冯女士表示，遇到
不得不接的电话，她就使用蓝牙耳机
或免提车载电话。

刚买新车的李女士认为，使用蓝
牙耳机接打电话不违法，但还是会造
成注意力不集中，提高了交通事故风
险，因此在行车过程中她还是尽量不
使用电话。如果有紧急电话，她就靠
边停车后再接听。

货车司机张先生经常要开夜
车，以前一上车，他便会习惯性地点
燃一支烟，到深夜时，为了提神，他
更是烟不离手。他说，今年的新交
规里，抽烟者要扣2分罚 200元。
他说，一本驾照就12分，抓到一次
扣一次，这样可扣不起。所以他尽
量控制自己少抽，最近则准备将烟
戒掉。

私家车主黎先生也是个十足的
“老烟囱”，上车不到十分钟他便会
犯烟瘾。他说，现在路上的电子眼

多了起来，还有流动“交警”巡逻，一
不小心就会被拍，有些担心，还是得
尽量控制烟瘾。

以前，黎先生的媳妇也经常劝他
把烟戒了，开车时抽烟很危险，不奏
效，而今，交规起到了威慑效应。黎
先生买了几盒口香糖，放在车上，烟
瘾犯时，就嚼一嚼。实在控制不住，
黎先生便靠边停车，抽完烟后再走。

黎先生算是行驶途中控制烟瘾
的典范之一。据了解，现在很多烟
瘾大的驾驶员，在驾驶途中，都在尽
量控制抽烟。但相比系安全带、接
打电话而言，边开车边抽烟的改观
情况较为逊色，还是有不少人会忍
不住抽烟。

“史上最严新交规”实施以来，记者搭车时总会听到

这样的声音：“把安全带系上。”“开车不要抽烟，也不能打

电话。”“黄灯了，等一下，不能抢。”……

很多市民也深深地感受到，虽然有少数司机驾车依

然存在陋习，但明显能够感受到一股安全驾驶、文明交通

的气息。

的确，驾驶员们的开车习惯已在悄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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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称，咸安区汀泗桥镇马鞍
塘村四组村民用水成难题。众多
网民跟帖表示，相关部门应该引起
重视，尽快解决该村村民用水困难
问题。

网民“于心不忍”发帖表示，咸
安区汀泗桥镇马鞍塘村四组村民
用水困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村民们既没有干净的生活用水，也
没有灌溉农田的用水，平时用水都
要到很远的一口井里挑，全村人都
是洗过菜的水不敢随意倒，洗碗的
时候还要用，洗过脸的水再用来洗
脚，洗完脚的水再用来浇菜……

网民“民心所向”、“风筝”等跟
帖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看到此
帖，尽快调查处理此事，彻底解决
该村一直存在的用水问题。

记者随后联系了咸安区水利
局，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汀泗桥
镇马鞍村四组饮水工程于2006年
就已经解决，扩建了马鞍塘水库容
量，由于水源的水量不足，区水利
局又在2014年重新选水源点，另外
还打了一口水井，基本解决了该组
的饮水问题。

近日，该局对此村再次进行核
实调查发现，由于马鞍塘水库被人
承包后投肥养殖，导致该组的饮水
水源受到污染。

针对这一问题，区人大正在组
织有关部门打击水库投肥养殖问
题。马鞍塘水库由村级管理，责成
承包人实行生态养殖，严禁投肥养
殖。至于农田灌溉问题，该地是水
利死角，在以后当家塘建设中，水
利部门将在项目建设中给与大力
支持。

汀泗桥马鞍塘村用水难
水利部门：正在解决此事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
日，网民“余先生”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称，咸安区城投公
司征收了向阳湖镇广东畈村的多
亩土地，其中一部分钱已经到位，
目前还有一部分迟迟没有到位，希
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解决。

帖子一经发出，引起了网民们
的热烈回应。网民“zxlfree”表示，
土地是村民们的命根子，既然对土
地进行了征收，那应当补偿村民
们，让他们以后的生活有些许保
障。

网民“蔷薇谣”认为，这关系到
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城投公
司的形象问题，相关人员应当快速
进行核实、解决。

咸安区城投公司接到该网民
的投诉后，高度重视，进行情况核
实后立马进行了回复。

该公司的确在向阳湖镇广东
畈村征地156亩，涉及该地块征地
款及苗木、房屋拆迁安款等合计
1300余万元，已整体打包给向阳湖
镇政府。

但由于目前该项目拆迁还建
工作没有结束，该公司已支付1100
余万元，还剩下200万元未付，等向
阳湖镇将拆迁工作结束后将一次
性付清。

该公司对该位网民和村民进
行解释后，他们表示理解。网民

“余先生”也为该公司的雷厉风行
而点赞。

广东畈村土地征收费未到位
部门回应：项目结束后立即付清

提前设置固定短信

开车不再吞云吐雾▲3 红绿灯前放慢速度▲4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
日，网民“朱先生”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称，通山杨一国
道，路面破损严重已有多年，向当
地政府、公路部门反映过多次，但
一直没有解决。

帖子一经发出，网民们都发表
自己的看法。网民“墨马姑娘”认
为，路面破损关系市民的出行安全
问题，应当防患于未然，尽快还市民
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

网民“猫”表示，一件小事反映
部分的作风问题，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从小处着手，解决跟市民的切身
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

网民“erer”则表示，路面破损
到底是什么原因？相关部门应当进
行调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通山公路管理局了解该情况
后作出解释：杨一线是通山县境
内杨林村通往一盘丘林场的县级

公路，由于修建年限已久，以及
矿产运输车辆较多等原因，路面
不断出现损毁现象，虽然交通公
路部门多次进行了维修，但因路
基基础差，问题得不到根本解
决。

为了彻底解决当地群众行路
难问题，该县交通公路部门已经向
上争取该路改造项目，得到了上级
批复，计划在2016年对杨一线进
行改造。

通山杨一国道路面破损
部门回应：计划明年进行改造

家里旧衣服太多，日渐堆积如山，
既占用空间，又影响美观。扔掉？太
多，不舍。送人？太不显诚意。那该
怎么办呢？

网民“老姚”是记者的一名微友。
她是一位58岁的巧手大妈。她给大家

支了一招，就是将旧衣服做成漂亮的
地垫。“环保美观，还蛮有艺术感。”

8日，“老姚”传了一些地垫照片给
记者看，地垫有方形，有圆形，虽然不
如卖的那般完美，但颜色搭配均匀，很
漂亮。“放在椅子上，沙发上，卫生间门
口，很实用的。”“老姚”称，家里的地垫
基本都是她用旧衣服改制的。

“老姚”说，每年换季，收拾出来不
想穿了的旧衣服一大堆，也不知道怎
么处理，全部堆在地下室里。3年前，
她退休了。闲来无事时，在网上看到
了一个将旧衣服变成美丽地毯的帖
子。

“把旧衣服剪成带子，就像编辫子

一样编，再用针缝合起来……”“老姚”
一看步骤，简单啊。她从地下室里挑选
了一些色泽鲜艳的旧衣服，按照制作方
法一点点地编。用了三天时间，她编出
了一个直径50厘米的圆形垫子。

她把垫子放在客厅，一岁多的孙
女就坐在上面玩。家人对她的坐垫给
予很大肯定，鼓励她多做一些。

“老姚”从中也感受到了很大乐
趣，在网上找到更多制作方法，没事时
就在家里做。3年来，她做了20个垫
子，最大的长两米宽一米，放在儿媳的
床边上。“这个我花了大半个月才完
成，还用上了缝纫机。”“老姚”说，这是
她的得意之作。

“老姚”还用旧衣服做了拖把、杯
垫、抱枕等，有些送给了亲朋，有些被
亲朋“索要”。她也因此被亲朋称为

“手工达人”。
在她的带动下，她的一些朋友也

跟着编起来了地垫。“这不仅让我的晚
年生活更丰富多彩，也让我成为了一
个节约、环保的人。”她说，现在网上关
于旧衣服变废为宝的点子特别多，有
视频和图文的讲解，非常好学，每个人
都可以变成手工达人。

巧手大妈：旧衣服变地垫
记者 马丽

▲2

司机不系安全带者扣2分，
罚款 50 元，副驾驶不系安全带
者不扣分，罚款10元

司机行车中拨打手机，扣
2分，罚50元

司机行车中抽烟，妨碍安
全行驶者，扣2分，罚200元。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扣
6分以上，罚200元至2000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