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日晚，在潜山国家森林公园入
口旁，记者看到，以前占道经营、无序
停放的流动摊贩不见了，他们转而在
潜山广场的临时安置点规范经营。

临时安置点由10个遮阳棚组成，
一棚一摊。摊贩们将放着各类饮食和
饮品的三轮车，整齐摆放在遮阳棚下，
规范有序地经营着……遮阳棚上，贴
着“有了您的真心呵护、城市才会更美
丽”“关爱城市家园、共创美好生活”等
城市管理宣传语。

据了解，这些流动摊贩大都是下
岗职工、特困职工、失地村民以及残疾
人等人群，家庭经济较困难。一位经
营小吃的摊主说，她上有老下有小，老
公平时打点零工，自己没有工作。两
年前，看每天来潜山的人不少，就买了
辆车，在潜山广场卖小吃。“我们也是
迫于生计才出来摆摊。”

在潜山广场，有近十位流动小摊
贩，主要卖水、水果、小吃等。潜山国
家森林公园管理处副主任朱柏林说，
潜山森林公园是咸宁城市形象的窗
口，对于流动摊贩的管理，由于没有执
法权，一直是他们工作的难点。

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流动摊贩？今
年6月初，市城管执法局负责人通过实
地调研，与林业部门沟通协商，决定在
潜山广场划设一处流动摊贩临时安置
点。7月初，市城管四大队在该处放置
10个遮阳棚，免费提供给流动摊贩经
营。潜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向摊贩适当
收取少量卫生费，负责安置点的卫生
保洁。

安置点是什么样？
这样有效管理流动摊贩的举措，是否会大

力推行呢？
市城管执法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人流量

密集的地方，历来是流动摊贩密布的区域，传统
的城管执法成效有限。从整治转为疏导，是城
管执法探索的思路之一。但疏导的最大难点在
于，安置点难寻。

该负责人称，有市民建议在温泉集贸市场、
中辉国际广场等地设置安置点，但因安置点难
寻，暂时无法采取这一措施。另外，城管部门曾
在中辉国际广场旁的路旁设置了一些安置点，
可流动摊贩依然选择在路口处经营。

该负责人说，作为管理部门，从长远的规划
来说，只能疏堵结合。他建议，在以后的城建规
划中，要将流动摊贩安置点考虑其中。比如像
潜山森林公园这样的景区，流动人口密集，建设
初期就应该规划建设好相应的店面、商铺等基
础设施。现在公园周边500平方米内，没有一
个便利店，晨练晚跑的市民买瓶水都难，这无形
中给流动摊贩带来了市场。

“下一步，我们将在天洁附近搭建一处流动
摊贩安置点，解决那里菜摊贩占道经营的问
题。”该负责人说，目前正在与当地村组和社区
协商。安置点都是临时的。如果安置点处另有
规划建设，或要开展什么活动，是会拆除的。

对于流动摊贩安置点的设置，热心市民提
了一些建议。市民刘亚林说，希望能建立一批
规范管理的典型安置点，适当收取费用，为摊档
提供统一的棚子、服装等设备，并对卫生、交通
等加以管理。

“行为规范的摊档，应给予奖励。管理方根
据摊档的实际表现打分，若违规，则扣除相应分
数。每月得分靠前的摊档，可在管理费用上享
受优惠。”市民张晓庆建议。

哪些地方将设安置点？
临时安置点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摊贩、市民、管理

部门都说好处多多。
当日，一名卖水的小摊贩说，以前，看到城管就躲，

城管走了才敢出摊。天气不好时，也不能出摊。现在，
再也不用躲了，而且想什么时候出摊就什么时候出摊。

“安置点建好后，我们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可以光明
正大地营业了。”

市民钟先生说，这些流动摊贩给来爬潜山的市民和
游客提供了方便，但因占道经营，堵塞交通，影响了市民
和车辆通行。同时，这些摊贩走了，却会留下一堆垃圾，
影响了公园的环境。这么好的一个公园，因摊贩而变得
拥挤、脏乱，使得公园魅力大打折扣。

“可如今，摊贩规范了，卫生有专人打扫了，公园恢
复了原有的魅力，市民休闲也更舒心了。”钟先生说，关
键是，这一安置点也成为了公园的一道风景线，展示了
咸宁城管照顾弱势群体的人性执法。

安置点的设置，给管理部门的管理也带来了好处。
当日，市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称，以前，他们经常接到投
诉电话，投拆潜山森林公园出入口的占道摊点影响出
行。而“你来我撤，你撤我来”的打游击式的管理方法，
累了自己不说，摊贩和市民都不满意。

“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的工作得到摊贩和市民
的认可，自己的工作量也减少了。”该负责人说，这可谓
是一举多得的举措，一是市容市貌得到改观，二是便于
城管管理，三是方便市民，四是解决了下岗职工、失地村
等人群生计问题。

安置点带来什么？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网民“家巧”咨询：
她在城区一家快递公司上班，老公
在1998年一次事故后残疾，一年半
的低保今年被取消了，家里有三个
孩子需要养，经济压力特别大。现
在，她想回老家通山做养殖业，但是
没有资金，想咨询一下，针对她这样
的贫困家庭，政府是否有政策扶持？

【记者打听】2日，记者就此问题
向市就业局咨询，该局局长郭铁华
回应，就业部门可以在她创办养殖
公司后，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或者
是小额担保贷款。

郭铁华表示，待她工商注册
后，就业部门有一个2000元的补

贴，也就是困难人员创业补贴。如
果资金还不够，可以向当地劳动部
门申请10万元以内的小额担保贷
款，并且给予2年之内贴息补助，即
申请贴息贷款的商户自己不需要
出利息。

郭铁华建议想创业的人先找一
份稳定的工作。先就业，就业后慢
慢学习，积累一定资金，有一定条件
了再去创业。家庭贫困的家庭就
业，可以到全市各个劳动部门进行
登记，劳动部门会根据实际情况，推
荐一些适合的
岗位。

（记者 朱
亚平 整理）

贫困户创业有何扶持？
【网民咨询】网民“绿”咨询，她刚

大学毕业，目前正在找工作。但学校
要求学生们将档案进行科学存放，个
人安排个人的档案。但是她不清楚
档案到底存放在哪最好。

【记者打听】8日，市人才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档案材料包括个人学
习经历、学习表现、学历证明等，是
个人经历的真实记录，是证明一个
人身份、学历、资历最基本、最可靠
的依据。

毕业档案存
放最常见的有三
种方式：毕业之后
转至用人单位，具

有接收档案权限的单位，直接由接收
档案的部门管理。放在毕业学校，一
部分毕业之后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
按照规定，毕业学校可以保管两年，
两年内找到工作，直接办理档案调
动。两年未找到工作或者未办理档
案调动的，档案会直接转至原籍公共
人才服务机构。最常见的一种就是，
毕业后将档案转至原籍公共人才服
务机构，等找到工作后，由单位发函，
从家乡公共人才服务机构调档。

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位网民暂时
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可以将档案寄存
在学校，或者将档案转至原户籍所在
地的人才中心。

（记者 赵晓丽 整理）

毕业后档案如何存放？

新闻追问
问热点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广场上的流动摊贩临时安置点，让打游击的
流动摊贩们‘转正’了……”6日，市民周先生的一则帖子得到了众多
网民跟贴和点赞。

8日，记者走访了潜山国家森林公园广场，并采访了市城管部门
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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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达人

在咸宁日报官方微信的粉丝里，有
一位跑步达人“晨熙”。她真名张芳芳，
是城区一家服装店的店主，她十分喜欢
跑步，每天跑步近万米，已经坚持了两
年。

1987年出生的张芳芳在城区购物
公园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她很瘦，但神
采奕奕。

“你别看我瘦，我主要是骨架小，其
实我的力气挺大的。”10日，张芳芳告诉
记者，天气晴好时，她每天早上5点半起
床，到十六潭跑一个小时，回来时老公
还在睡觉。

张芳芳最初跑步是为了减肥。作

为一枚吃货，张芳芳以前总是管不住
嘴，有时候大半夜还会拉着闺蜜去买炸
串、小吃。于是，体型慢慢胖了起来。
衣服从S码逐渐变成M码，一些型号偏
小的衣服，甚至要穿L码。

张芳芳说，有次她在一家店里看中
一件特别喜欢的衣服，穿上身却感觉自
己像个大妈，”那时，我就下定决心减
肥。我选择从简单易行的跑步开始。”

跑了几个月后，张芳芳发现自己的
身体素质明显变好。“以前我的颈椎很
不好，腰肌劳损，严重到不能弯腰。跑
步后，这些毛病减轻。”

“最重要的是，体形变好了，睡眠也

变好了。这是跑步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应该说，选择跑步，更多的是选择了一种
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张芳芳说。

从最初一次两三千米，到现在每天
基本上要跑一万米，张芳芳已经坚持了
两年。或晨跑，或夜跑，或独自一人，或
约上朋友，从未间断。

看到张芳芳坚持这么久，她的一些
朋友心动了，纷纷咨询她：“跑步要不要
准备什么？每天要跑多久？在哪儿
跑？”

张芳芳每次都会用自己的经历告
诉他们，一定要先确定自己能不能坚持
下去，才能再考虑其他的问题。

同时，张芳芳也提醒一些热爱跑步
的“新手们”：跑步不能求快，不能过量，
开始前要热身，跑步后要拉伸，最大限
度地防止受伤。

“跑步带来的好处太多了，希望有
更多的人能喜欢上这项运动。”张芳芳
满脸笑意。她认为，温泉的环境特别适
宜跑步，鸟语花香，空气洁净，在如此环
境里跑步，是一项修身修心的事业。

张芳芳：每天跑步一万米
记者 赵晓丽

生孩子到底报销多少钱
卫计部门：按照政策报销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5日，网民“黎”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表示，他是通城人，妻子在县医院生孩子，住院
费用是3000多块钱，用新农合报销，才报了200块钱。据他的
朋友所说，很多人的报销比例是60%，为什么他只能报销6%。

“新农合的医保政策，我不是特别了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行
解答。”该网民说。

当日，该县卫计局了解到此事后，详细解释了相关政策。
根据现有政策，县级定点医院因疾病住院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补
偿比例为 500—5000元，按65%补偿；5000元以上按75%补
偿。 而符合补偿条件的孕产妇：顺产按200元定额补偿；剖宫
产按600元定额补偿。农村户口可在妇幼保健院领取政府补贴
300元。如患者或新生儿因其它疾病发生的医疗费用，可按疾
病报销比例给予补偿。

按照这位网民的情况，如果其妻子是顺产的话，获得的报
销费用是200元的定额补偿，如果是农村户口，建议去县妇幼保
健院领取政府补贴300元。只要产妇或者孩子因其他的疾病住
院治疗的话，那就是按照500—5000元报销65%，5000元以上
报销75%的比例。

该局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大家对新农合政策有疑问，可
以拨打电话0715-4330785进行咨询。

让流动摊贩不再流浪
记者 马丽 通讯员 童焕欢 胡辉

退休职工独生子女奖励没发
卫计部门：9月份前发放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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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贴称，企业退休职工独生子女费申请一年时间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到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网民“月光如水”发贴称，他是一家企业的退休职工，去
年7月份，家里申请了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到现在已过一
年时间，至今费用还没有发放到位。跟他家情况相同的还有
几户。“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处理此
事。”

据介绍，根据相关政策，对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或《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的，退休时按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且领取的养老金中未包含计划生育奖励
项目的企业退休人员，由企业一次性奖励3500元。对常规停
产或破产等企业无力支付该项奖励的，按隶属关系，由企业主
管部门负责解决；企业主管部门无力解决的，由当地政府负责
解决。

9日，市卫计委家庭发展科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我市大
部分退休职工这一部分费用由当地政府解决，市财政直接拨
款，由于资金量大，人数多，所以造成了延迟。该负责人表
示，争取在9月份前将去年的一次性奖励发放到位。如还有
其他相关问题，可致电0715—8163991咨询市卫计委家庭发
展科。

家里wifi信号时断时续
技术人员：多种因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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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wifi信号，经常时断时续。

“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我怀疑是我家的无线路由器质量不
好。”该网民说。

这位网民表示，她家的路由器是一年前装的，中档价位。
为了帮这位网民解决问题，当时卖给王女士路由器的销售

商派出技术员查看情况。该技术人员表示，该网民家的无线路
由器安装在书房，而王女士经常使用手机的地点是在客厅、卧
室以及卫生间，这些地点离书房都有一定距离，还隔着墙壁，加
上其家庭人口比较多，用wifi的人也较多，会对网速、信号有所
影响。此外，家里的手机、无绳电话、微波沪、蓝牙设备等都有
可能影响wifi的信号质量。

事实上，在技术人员看来，wifi无线网络连接模式，很难
超过现有的有线互联网接入模式。和无线连接相比，有线连
接信号更稳定、快捷，因此，家里的手提电脑、网络电视，如果
想获得更稳定的信号连接，大家可以尽可能采用有线连接方
式。

同时，无线路由器的摆放位置对信号强度有着非常大的影
响。如果将路由器放在水泥墙边上的话，其信号强度会大打折
扣。如果可能的话，路由器的最佳摆放位置是屋子正中间的天
花板上。

通城北门恒通宿舍楼电压不够
供电部门：年底前予以解决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7月29日，市民胡大伟在咸宁新
闻网咸宁网络问政平台发帖称，通城县北门恒通宿舍楼电压不
够，多次致电相关部门却无人解决。

该市民说，他是北门恒通宿舍楼的居民，在这高温的天气
下，小区经常出现“无电”情况——电灯不亮，空调无法开启。

“我多次给电力公司打电话请求帮忙，但他们只回复没有办
法。希望相关部门负责人能帮我解决问题。”

当日，国网通城县供电公司收到该投诉后，立即责成公司
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调查发现，该市民反映的低电压问题
属于通城县隽水镇北门恒通配变供电辖区范围。该配变容量
为200千伏安，于2011年7月份投入运行。该市民家离配变距
离为320米左右，低压主干线为JKLYJ-50导线，当时居民用户
仅为30户左右，且用电负荷不大，用电正常。

随着该配变用户及用电负荷的增加，自今年6月开始，该
配变部分末端用户反映存在低电压问题。对此，国网通城县
供电公司积极和上级单位沟通，将该配变台区改造列入
2016年第二批农网升级改造项目，计划于2016年12月份完
工。

7月30日，国网通城县供电公司安排工作人员两次到该市
民家进行现场实测，实测电压分别为209伏和198伏,证实高峰
负荷期间确实存在电压较低现象。公司工作人员向该市民介
绍了现场电力设施运行及项目升级改造安排情况，并承诺在今
年12月份以前予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