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刊部主办 责任编辑：马丽

电话：0715－81287714版
2015年12月18日 星期五

E-mail:350808977＠qq.com 咸宁网事

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网民“沧
海桑田”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人。但
见过他本人的人都称，他返老还童
了。除头发花白外，面容红润，精气
神十足。

他的亲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
话：一天，外地的亲友到咸宁游玩。
他在太乙洞附近一家酒店设宴，款待
亲友。老伴搭乘亲友的汽车先到了
酒店。他穿着骑行服，戴着骑行帽，
骑着自行车，后到酒店。远远地，他
看到亲友们在哈哈大笑。走近一问，
原来是亲友们在开玩笑，问老伴“远
方骑自行车的是不是你儿子，不是你
老伴”。

“沧海桑田”说，就是骑行，让他
变得年轻，变得这般精神。他曾作过

一首诗歌：“日骑月练远驱驰，四体五
官齐出勤。韧带肌骨生耐力，协调敏
捷爽如梭。心情愉悦最关身，啡肽滋
养精气神。一百公里寻常日，七十老
汉四十春。”

“沧海桑田”是咸宁天乐车队的队
员，也是咸宁年纪最大的骑行者。他
钟情于骑自行车。退休前，他是一名
领导干部，虽有专用车，但不论到哪里
办事，都爱骑自己的老式二八杠去。

2008年，退休两年后，二八杠坏
损。在自行车专卖店，他认识了几名
骑行爱好者。听从建议，“沧海桑田”
花三千元买了一辆旅行车。这辆车
开启了他的骑行之旅。当时，咸宁骑
行者极少，几个人经常约着，骑到周
边县市玩玩看看。

2012年夏天，“沧海桑田”67岁，
第一次参加了长途骑行。8名队友，
坐车到西宁，下车后再骑行到青海
湖。三天，400多公里的行程，周朝辉
没有一点疲惫感。

此后，他每年都与队友相约骑一

两次长途。这几年，他到过大兴安
岭、内蒙古、婺源、北极村。骑行最长
一次是从黑龙江漠河翻过大兴安岭
到呼伦贝尔满归，凌晨四点半出发，
晚上九点半到达。

现在，他骑行成嗜好，每天骑车

爬潜山已成为习惯。骑行俱乐部举
办的各种骑行活动，他都踊跃参加。
而每到一处，他都灵感涌动，作诗填
词，记录美景或赞美骑友。

他说：“人生轨迹如竖着的圆，老
了虽走下坡路却逾近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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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双鹤路附近一
小区内，经常出现突发性停电，小
区居民不堪其扰。随后，不少网民
跟帖表示，希望相关管理部门尽快
解决小区居民用电问题。

网民“陈情”发帖称，温泉双鹤
路人行小区内有两千多户居民，却
经常突发性停电，小区居民不堪其
扰。然而周边的办公大楼、民居小
区等地方，却很少会有突发性停电
现象，请问这是何原因？近期，电
力部门对该片区有没有什么电力
改造计划？

网民“古来稀”、“仰望星空”等
跟帖表示，电力供应不给力的问
题，是城市居民关心的民生大事。

希望相关管理部门解民之所忧，尽
快恢复该小区的正常用电。

记者随后联系了咸宁供电公
司检修分公司，该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小区的地理位置主
供电线路为10KV浮黄线，该线路
是城市建设较为频繁的供电线
路，偶然会出现电力设施外力破
坏，导致线路停电的现象。目前，
该区域由10KV浮黄线和10KV黄
畈二回环网供电，近期供电已恢
复正常。

该分公司已电话联系了该小
区用户，向该用户解释说明，已争
取到客户的谅解。同时，该分公司
已加大城区配网线路防止外力破
坏事故工作力度，减少外破突发跳
闸次数。

双鹤路附近常停电
电力部门：已加大检查力度

针对较高的天然气安装费用，
网民们又有哪些看法和意见呢？记
者进行了采访。

网民“香格里拉”表示，近日，江
西省九江市下发关于规范管道燃气
安装费管理的通知，自明年1月1日
起，新建商品房管道燃气安装费纳
入商品房建设安装成本，房地产开
发企业不得在新建商品房房价外，
向购房者另行收取，购房者不再交
纳与管道燃气建设安装有关的费
用。希望我市也能出台相关政策，
取消新建小区天然气安装费用，统
一改由开发商负责。

网民“有你有我”发帖称，规范
市场行为，必定要有政策可依。全
国一些省市都针对天然气安装费用
进行了调整和规范，希望能由政府
及相关部门牵头出台相关细则，进

一步规范城区天然气安装收费标
准。

网民“周游”说，燃气工程建设
是一项民心工程，建议政府能出台
相关的安装天然气的优惠政策，对
市区范围内经市、区民政部门确认
的城乡低保户、特困户及残障人士，
给予政策倾斜，免收或减半收取天
然气安装费，对享受政策的低保户、
特困户及残障人士赠送天然气等，
让城区里的低保户、特困户家庭及
残障人士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
的红利。

据了解，截止目前，我市城区共
有昆仑、华安等近9家燃气安装公
司。据市燃气办统计，老城区天然
气已装有 8 万多户，已通气的达
6.5万户，还有4万多户未安装；新城
区90%以上居民已通天然气。

14日，记者应网民“心情”之约，
来到咸安区咸宝路一小区内，该小
区的居民刚在小区物业，统一缴纳
了天然气安装费用，每户共计2500
元。

“每户2500块的天然气安装费
用，好贵的。听说温泉的小区每户
2300块就可安装到户。为什么燃气
安装费用收取标准不一样呢？”居住
在这里近12年的居民刘先生问，多
收的费用去哪里了？虽然居民们都
有此疑问，但为了尽快能用上天然
气，大家都无异议地交了安装费。

家住温泉城区茶花路的居民张
先生，今年刚用上天然气。他表示，
他住的房子是二十多年的老房子，
从管道埋到小区，连到各家各户，再
到通气，加上厨房的连接管材费，共
用安装费用2400元。

家住御龙花园的周女士在刚入
住小区时，便向小区物业交了2300
元的天然气安装费用。入住后她却
听说，在她之前入住的业主，天然气

安装费用都是由开发商付的。对
此，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这几年
城区大部分的新建小区，分批次入
住的居民享受的优惠政策不尽相
同，第一批入住的是免费的，天然气
安装费用由开发商建房时就出了，
后入住的则是居民自付天然气安装
费用。

家住咸安区怀德路的叶先生是
片区内通气最早的一家。2013年，
叶先生在入住小区时，为了能用上
天然气，他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他
说：“安装到户的费用总共花了4000
元，在通气前，天然气公司的服务人
员还要上门打洞、安装室内管道，加
上管材费用等又收了200元。虽然
我是天然气安装的散户，但收费确
实贵。”

记者走访调查时发现，与网民
反映的事件相符，温泉城区、咸安城
区的天然气安装费用不一，新建小
区和旧小区的收费标准也不尽相
同。

记者调查 燃气安装费用不一燃气安装费用不一

对此，市燃气办主任杨文武表
示，燃气安装费用由物价局和工商部
门共同规定，统一收费标准为2300
元每户，但实际上，老城区的燃气管
道安装成本远远超过了这个价格。
据初步推算，老城区和一些城郊结合
处的燃气安装成本为每户4500元以
上。燃气公司作为经营企业，不可能
亏本为居民安装。因此，大多都会由
物业出面协调收取安装费用。

为什么老城区和一些城郊结合
处的燃气安装费用如此之高？杨文
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些地方的
地下管网普遍较为复杂，从燃气主
管道到小区距离加长，成本无形变
高，开挖、下埋安装燃气管道都需要
另外找人，而挖错了还要重新设计
燃气管道走向，这都会产生一定的
费用，人力物力不说，还要承担一定
的风险。这些附加的费用最终都会

落到居民头上。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咸宁

分公司工程部经理曹长河表示，现
在城区的燃气安装工作大部分都由
该公司承担完成，服务内容包括从
城市燃气主管道到每户居民家的管
道安装工作，按标准统一收取2300
元每户。在安装到户后，室内的管
道安装方面，居民可能还会花费100
元左右打洞、安管通气费。天然气
安装费用，在一些新建的小区里，大
多都由物业代为收取；而一些散户，
则由居民个人向安装公司支付。“公
司入账并会开具发票的是2300元，
多收的部分，由费用收取者负责监
督使用。”

该公司一工作人员坦言，现在
安装天然气，都采取居民自愿原
则：“你愿意就装，嫌贵也可以不
装。”

【网民咨询】网民“竹”咨询：我
是湖北科技学院的学生，今年读大
四。我比较喜欢互联网，毕业后想
自己创业，不知道国家在大学生创
业方面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记者打听】市人社局表示，目
前我市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主要有
几点，首先重点支持自主创业并注
册登记的在校大学生和毕业3年以
内高校毕业生，按规定给予2万至
20万元的创业项目资金扶持。

如果在毕业起3年内在湖北省
初次创办小微型企业或从事个体经

营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正常经营6个
月以上，带动就业3人以上的可给
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对于在咸宁高校的毕业生或从
外地来咸宁的大学生创业者，在3
年内创业并领取营业执照、稳定经
营1年以上的，给予1万元创业“以
奖代补”资金；进入省级或市级大学
生创业孵化基地的大学生创业者，
可享受每月不超
过350元的房租、
水电补贴。
（记者 赵晓丽）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
日，网民“商”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
坛）发帖称，家人因病住进市中心医
院，而后不幸离世，如今还剩有医生
开的价值四百多元的麻醉类处方
药，药也没有开封。他拿着发票想
去医院把药退了，然而，医院的药房
与医务部互相推脱，说药不能退。

该网民问：“我自己明明花了
钱，药也没有开封，为什么医院就
不给退呢？”

帖子一经发出，引起网民热
议。网民“zxlfree”认为，医院应当
考虑家属的利益，为家属着想；网
民“墨马”则认为，药品是特殊商

品，一切还是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政
策来，最重要的是用药安全问题。

对此，市中心医院表示，国家
在2005年颁布了《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管理条例》，条例中有明确规
定，患者不再使用麻醉和精神药品
时，立即停止取药并将剩余的药品
无偿交回建立门诊病历医院。

该患者家属在拿药前已经在
中心医院医务部签有知情同意书，
同意书中对此类药品的储存、使用
作出了明确规定。

针对这个情况，该医院和患者
家属取得联系并进行沟通，患者家
属对此表示理解。

医院不退没开封的药
医院回应：已签订知情同意书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
日，网民“墨马姑娘”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称，上周她在枫丹
公司退2015年办的卡。换卡时，工
作人员告知，2015年的卡要扣掉4
元钱的折旧费。如果卡内有余额，
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余额不足一块
三毛钱，不能退还，只能继续进行
充值，将卡内余额补成一块三，把
卡内的余额刷完。“我感觉这有点
不合理。希望能有个说法。”

对于公交卡退押金是否合理
的问题，枫丹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在2010年，公司经物价部门
审批，可以收取每年4块钱的折旧
费。但是，当时只是批复试行两
年，不知道还需要再申报延续。所
以，折旧费只收取到2012年。

既然文件已经过期，折旧费已
经不能再收取，那么，市民在退卡
的过程当中为何还会出现“折旧
费”呢？

对此，该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目
前处于换卡过渡期，还在不断磨合，
乘客所提出的问题，公交公司也在

不断进行改善。现阶段，公司已经
决定，市民在退卡的时候，只有
2011年的卡和2012年的卡会收取
4块钱的折旧费，2013年以后办的
卡就不收折旧费，可以退换20块钱
的押金，也不需要押金条，凭卡就可
以退。

针对卡内余额的问题，该公司
领导多次开会讨论，现公司采取两
种方式：一种是可以在退卡的时
候，直接将余额退还给市民，另外
一种是由枫丹公司为其补足余额，
达到乘车的金额1.3元，可以再刷
一次卡致余额用完。

公交卡折旧费怎么算
公司回应：2013年后的不收折旧费

近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上发帖称：“城区天然气安装费用标准不同，谁来规范？”

不少网民跟帖称，在温泉和咸安城区，天然气安装费用标准不一；新入住的小区和部分旧小区又

是不同的标准，安装费用在2300元至4000多元不等。

14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走访。

天然气安装费标准为何不一
记者 朱亚平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
日，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网民

“深海鱼儿”发帖称，校园周边流动
摊贩多，摊贩小吃卫生令人担忧。

该网民住在潜山商业街附近，
她称，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男生宿舍
附近小吃街、二号桥小学附近，流
动食品摊贩越来越多，存在脏、乱、
差现象，食品安全令人担忧。同
时，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阻碍行人
和车辆正常通行，交通安全隐患也
日益严重。

11日，记者在二号桥小学附近
看到，各类卖小吃的流动商贩有10
多家，不少学生一出校门就冲向小
吃摊。没一会，原本干净的地面丢
满了纸巾、塑料袋、竹签等垃圾。

当日，在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男
生宿舍附近的小吃街，10余家商贩
竞相叫卖，炒饭、麻辣烫拉面等商
贩前，围满了学生，商贩忙得不可
开交。商贩用一只手收着钱，又用
同一只手拿食材。

据了解，这些商贩基本没有营
业执照等证件。附近车辆多，尘土
大，一些食物就露天摆放，没有什
么遮挡物，但还是有很多学生去
买。不少学生边走边吃，随手乱扔
垃圾，也增加了环卫工人不少工作
量。

采访中，不少家长呼吁，在学
校周边占道摆摊存在交通、卫生隐
患，希望有关部门能管一管，还学
生一个安静读书、健康成长的良好
校园周边环境。

校园周边流动摊贩多
网民期待：相关部门管一管

七旬老人的“骑”彩生活
记者 马丽

【网民咨询】网民“陈先生”咨
询：我以前曾在广东的一家水泥厂
打工，今年查出自己患有尘肺病。
听说国家对这类病有帮扶政策，就
去卫计局进行咨询，但卫计部门的
说法和自己听到的政策不一，不知
道国家究竟有没有这类病情的帮扶
政策？

【记者打听】15日，咸安区卫计
局相关负责人回
复，如果陈先生确
诊自己得了尘肺
病，需要提供本人

与相关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每年
职业病体检证明及尘肺病相关病历
资料等相关证据，如果证据齐全，所
有医疗费用、营养费、误工费等都应
由企业承担。

在尘肺病的帮扶政策这个问题
上，区卫计局并未接到过相关上级
文件，也没有该病的扶持政策。

如果陈先生想要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可以走法律途径，要求相关
企业承担责任，或咨询民政部门有
无相关帮扶政策，寻求帮助。

（记者 马丽）

高校学生创业有何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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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患者有何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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