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达人

对于居家的人来说，一些瓶瓶罐罐
是不舍得丢弃的，或是因为外形可爱，或
是因为充满回忆。这些扔了可惜不扔占
地的东西经达人之手，却成了人见人爱
的工艺品，为爱家添韵味。

在温泉某事业单位上班的张蓉就是
这样一位能变废为宝的巧手达人。她经
常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她的旧物改造图：
一些旧的瓶瓶罐罐经过她的改造，变成
别致花瓶，放置一些花花草草，家里瞬间
文艺范十足。

张蓉是个“瓶子控”，无论到哪里，一
看到好看的瓶子，就迈不动步。慢慢地，

什么果酱瓶、咖啡瓶、饼干瓶、调料瓶、饮
料瓶，只要是有特点的瓶子，不管之前是
装什么的，最后都被她收入囊中。

渐渐地，家里摆满各式各样的瓶子，
显得很凌乱也很单调，于是她开始研究
这些瓶子，让它们发挥各自功效，变成家
居装饰品。

怎么改造呢？张蓉是个热爱生活的
人，她喜欢家里生机勃勃。家里花花草
草很多，于是，她就琢磨着把这些可爱
的、好看的瓶瓶罐罐改造成各式各样的
花瓶。

在她的琢磨下，她发现，不同的瓶子

有不同的改造方法。
比如饮料瓶，将瓶底部剪掉（留的长

短可根据个人喜好），在饮料瓶表面刷上
胶，一圈一圈缠上准备好的麻绳。在瓶
子的顶端两边各打一个孔，用绳子连接
上。一个好看的悬挂式花盆就诞生了。
栽上花花草草，放在书房的一角，家里就
会生机盎然了。

比如玻璃瓶。张蓉先准备一段麻
绳、蕾丝花边、双面胶、几颗木质纽扣。
接着在瓶身中部和瓶盖上缠上双面
胶。然后在瓶盖上缠绕麻绳，她特意不
缠满，露出部分瓶身。麻绳缠绕好后，

在瓶身上下黏上蕾丝花边装饰，并在瓶
身黏贴上几颗木扣。一个别致的花瓶
就做成了，在里面放上干花满天星，非
常好看。

“就这样，我家里就有了各种各样大
小不一、形状各异的花瓶，摆放各个角
落，给家里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７日，张蓉说。

张蓉：让旧瓶罐变工艺品
记者 赵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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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物业服务，一直是市民们反映强

烈的问题。上月底，在市政协组织召开的

首次双月协商座谈会上，政协委员们对如

何管理好小区物业建言献策。他们主要对

如何规范物业服务，如何破解业委会成立

难题，如何解决物业欠费问题等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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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咨询】 网民“小震撼”咨询：
近来，家里卫生间总有股味道，清洗后，
还买来两盒空气清新剂放在卫生间，但
还是有异味。请问该如何有效清除卫生
间异味？

【记者打听】 6日，家住温泉第一街
附近的家庭主妇秦梅说，卫生间的异味
来源一是抽水马桶，所以要针对抽水马
桶本身进行清洁。除了定期清理马桶
外，最好在抽水箱里面放置一些洁厕灵，
这样在平常冲水的时候就相当于清洁了
一回。

异味来源二是地漏，地漏就是地下
排水管道与卫生间地面的连接处，这里
常年潮湿，细菌众多，所以必须做好防
潮工作。在卫生间摆放卫生球之类的
干燥物品，能吸收地面水汽，保证干燥。

另外，可在卫生间放置炭包等一些

吸附性较强的物件，用来吸收卫生间的
异味；在卫生间安放一些清新的绿色植
物，比如吊兰、芦荟、仙人球等，虽然效果
没那么迅速，但长期摆放对人体健康非
常好。

空气清新剂也可使用，但不可多用，
最好选择那些味道比较淡的空气清新
剂，能够驱散一些异味。在卫生间放一
杯白醋，或者开一瓶风油精，它们都是极
易挥发的物品，能帮助快速去除异味。

最简单却最重要的方法是，注意随
时开窗通风，一定要让卫生间内的空气
流动，否则也会大打折扣。

（记者 马丽 整理）

卫生间异味如何清除
【网民咨询】 网民“周平”咨询：入

秋后，家里干燥，想咨询，除了养绿植和
使用加湿器以外，还有其他方法让居室
内更保湿吗？

【记者打听】 5日，居住在花坛社区
的周女士给大家分享几个家庭保湿简单
方法。

养殖观赏鱼。观赏鱼既可以达到装
饰家居的效果，鱼缸中的水分自然蒸发
再加上向鱼缸中不断输入氧气，还可让
家里保湿。

据了解，在房间内放置一个小型鱼
缸，一小时后，室内湿度可增加不少。

放置水景景观。市面上各种各样
的流水盆景和小喷泉也有很好的加湿
效果。在房间内放置水景景观一盆，一
个小时后，能明显感觉到空气是湿润
的。

定期在室内洒水。用喷壶向空气中
洒水是一个很便捷的加湿方法，喷壶小
巧轻便，出差的时候也可以随身携带。
这个方法临时“救急”非常有效，但是持
久性较差。

放置一盆水加块湿毛巾。准备一盆
清水，将湿毛巾一半浸在水里，一半搭在
盆边。加大水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可以
很好地为空气加湿。

无论是放置绿色植物、使用加湿器
还是养鱼等，都可提高室内湿度。相对
而言，绿植的效果最为温和且最为持久，
加湿器增湿的速度最快且程度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为室内加湿时一定
根据自身需要适度进行。在室内保湿过
程中，需要掌握好度。空气并不是越湿
润越好，湿度过大，食品及衣物容易发
霉，也不利于身体健康。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居室内如何保湿

如何解决物业欠费问题？
据统计，我市共有物业服务企业272家，管

理服务340多个项目，从业人员4400多人，每年
应收物业服务费约1.2亿元。到2016年6月，全
市应收未收物业服务费约 5000 多万元，全市
270多家物业企业每个项目业主欠费至少在10
万元以上。

业主欠费的主要原因是：业主观念滞后或
诚信缺失。开发商工程遗留问题得不到及时解
决，导致业主把责任归置于物业服务企业，拒交
物业管理费。空置房多，入住率低。

市政协委员焦南学建议：
目前，业主欠费最通行的办法是物业企业

和业主双方协商解决，或是到法院起诉解决，
这两种方式解决起来成本都高，而且效果不
好。前者协商不好很容易形成长期的矛盾纠
纷，后者存在立案难、判决难、执行难、时间长
的问题。

要解决此欠费问题，应广泛宣传贯彻《物业
管理条例》《物权法》《湖北省物业服务与管理条
例》等法规，通过宣传教育，提高行政主管部门
和职工对物业管理的认识，并充分发挥政府职
能部门的主导与监督作用和服务功能；使物业
服务企业依法办事、规范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提升服务质量；使广大业主树立“小区是我家，
建设靠大家”的共识，增强维权意识、自治意识、
有偿服务的物业消费意识、社会公德意识。

制定和完善地方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
制定物业服务行业的服务标准，对物业服务
企业进行星级评定，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物价
部门放开物业服务收费价格，根据行业服务
标准、星级等级和信用级别，实行质价相符的
收费原则。

贺胜路一工程半夜施工扰民
环保部门：已整改到位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网民“尚书居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投诉：“贺胜路一工程半夜施工，噪音扰得附近
居民无法休息。”

该网民说，噪音来自原永胜凯尚公司，那里每晚施工到
半夜，扰民现象严重，附近居民多次致电环保等部门反应无
果。附近居民都希望，环保部门能够秉公执法，要求原永盛
凯尚公司调整施工时间，控制施工噪音，不得扰民，还小区居
民清净。

对此，市环保监察局派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经查，原
永盛凯尚公司现为咸宁高新投资集团办公楼，目前处于办公
楼装修阶段，主要包括室内装修和室外道路平整刷黑，此项
目将于9月20日以前完成全部装修，并投入办公使用。该项
目施工期间因为拖土及装修使用机械设备，确实存在施工噪
音扰民的现象。

市环境监察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项目施工方，在装修施
工过程中加强管理，合理调整施工时间，控制噪音，避免扰
民。因工艺要求确需夜间连续作业，而可能产生噪音扰民
的，必须到环保部门申报、审批，并公告周边居民，方可进行
施工。

工程现场负责人表示认可，并承诺积极配合环保部门，
做好现场施工监督管理工作，避免噪音扰民。

新买的衣服质量有问题
工商部门：送专业机构检测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日前，网民“肖”反映，他在温
泉某专卖店买了一套衣服，一直没穿，这几天拿出来穿，穿了
一次后发现衣服起球起毛。该网民认为衣服质量有问题，找
专卖店，专卖店说质量合格。而该网民认为自己花几千元买
的衣服只穿过一次就起毛起球，衣服质量肯定存在问题，专
卖店应该退换，并希望有关部门能协助他维权。

就该问题，市工商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立即前往位于温泉
淦河大道的该服装专卖店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经工商部门工作人员当场查看该网民拿来的衣服，发
现衣服上确实有一小块地方出现磨损起毛情况。经营者提
供了该网民所购买衣服的出厂质检合格报告，并表示该衣
服有磨损起毛是由外力磨蹭引起，并非商品质量原因，不能
退换。而该网民坚持认为是该衣服质量有问题。

根据调查情况，商家有产品质检合格报告，而消费者无
任何证据。工商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秉着公道办事原则，向双方宣传相关法律法
规。最终，消费者表示愿意将衣服送往专业检测机构检验，
提供一份检测报告。

最终，经调解，双方协定：若该衣服确实有质量问题，经
营者自愿无条件退货，并承担送检费用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并非质量不合格，经营者可不退换，不承担责任。

三湖春天垃圾成堆无人管
规划部门：正在处理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5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上发帖称，嘉鱼城区三湖春天小区门口临街餐馆
乱扔垃圾，导致该小区门口垃圾遍地，影响了小区居民的出
行和生活环境。

网民“jylbx”发帖称，他是居住在嘉鱼城区三湖春天小区
的居民，前一段时间，他发现小区门口的垃圾箱无人清运，导
致蚊蝇横飞，污水横流，小区居民路过此地时，需掩鼻而行。
究其原因，居民们猜测是由于小区门口处新增了不少餐馆，
餐馆老板们并不将垃圾倒入垃圾箱中，而是乱倒乱放，导致
小区门口垃圾成堆。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管管，还居民良好的
生活环境。

记者随后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嘉鱼县规划执法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局正在处理此事。

7日，该局组织业主与三湖春天物业公司进行了协商，并
联合县房管局、县环卫局到现场进行调查。经查，网民反映
的垃圾箱的产权属三湖春天物业公司，县环卫局负责该垃圾
箱的清运工作。

经协调，三湖春天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管
理，及时将垃圾收集到垃圾箱内，以便县环卫局及时清运。
物业公司还将安排清洗车辆对垃圾箱箱体和被污染的地面
进行冲洗。

小区物业如何管？
记者 马丽

如何规范物业服务？
小区物业管理服务一直存在的问题是：
开发商重视房屋建设，忽视水、电、电梯、绿化、道

路、燃气、电信、停车位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房屋
出现质量问题后，开发商不主动维修，和物业公司就修
缮责任互相推诿；电梯不能运行、高层用水二次加压设
备偷工减料导致业主用不上水……

物业企业员工素质不高、服务不规范。保安重门
岗，轻巡逻；重小区内部安全，轻外围防范。物业公司
自身管理水平较低，开展和提供的服务项目单一、面
窄。

另外，有的小区内出现乱搭乱建、占用公共通道、
破坏墙体结构等违法行为。乱停乱放、噪音超标、油烟
烧烤等影响居民生活环境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市政协委员杨剑建议：
房管部门应该对小区的基础配套设施提前介入监

管，从工程项目立项开始，对房屋的功能、布局、管网建
设等提出专业的合理性建议，供开发商采纳。要制定
严格的小区交付使用验收制度。对参与验收的单位和
个人，采取责任追究和责任倒查制度。

房管部门要重视前期物业小区的交接，认真完成
物业公司的资质初审工作。要做好住宅小区前期物业
招投标的监管工作。要对各小区进行严格检查并实施
奖惩措施，在小区设立投诉举报电话、举报信箱，方便
业主投诉，用于监督物业公司的服务行为，督促物业公
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进行服务。

如有违反，从严处理，或根据规定予以罚款，或发
动小区业委会辞退物管企业，或限制其参与物业招投
标，甚至吊销其资质。

建立培训制度、提升物业从业人员及业委会的整
体素质。重点培养本土龙头型小区物管企业，全面提
升物业管理的水平和档次。严格控制开发商自主运营
物业公司。

如何破解业委会成立难？
据统计，我市现已推行物业管理的341个项目

中（住宅小区322个），仅40个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
会。有的虽然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但运行不规范。

由于业主委员会缺乏物业管理专业知识，不能
有效保护全体业主的利益。

在我市一些小区，在重大事项的决定上，有的
业主委员会不经过合法表决，而自行作出决定，有
的业主委员会不能代表大多数业主的利益，个别成
员甚至把个人利益置于业主利益之上，任意决定业
主事务，损害其他业主利益或业主的共同利益。

政协委员陈社会建议：
针对业主委员会组建难的现状，街道办事

处、社区党组织、居委会要根据省委、市委组织部
的要求，认真抓好业主委员会的组织、筹备、组建
工作。

借鉴外地经验，在小区建立街道办事处、社区
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四方联动”服务机
制，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业主委员会成立工作中的积
极作用，形成上下整体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建立业主委员会考核奖惩制度，定期对业主委
员会量化考核，考核结果公开，对不合格的业主委
员会，业主大会要重新选举，对优秀业主委员会给
予奖励。

积极引导业委会履行职责，发挥其在小区物业
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决议，
重大事情特别是业委会的选举、业主公约或管理规
则的制订、物业服务企业的聘任等，业主大会作出
决定后，业委会要及时负责执行。

业委会要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
和建议，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协
调处理物业服务活动中的相关问题，维护业主合
法权益。

通山一行道树遮挡红绿灯
园林部门：此事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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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柏树下往港湾花园方向的红绿
灯，被行道树挡住。这造成了很大交通安全隐患。

网民“周而复始”发帖称，他是通山县城居民，经常骑摩
托车外出办事。有一次，在经过柏树下往港湾花园方向红绿
灯的路口时，发现两边行道树长势茂密，挡住了视线，导致看
不到红绿灯。那天，他因没看到红绿灯，直接闯了过去，差点
跟对面的车来了个亲密接触。

“再次经过那里时，我就特别小心，生怕出现了交通意
外。但我发现，仍有不少人在这个路口吃了亏。希望相关部
门尽快将该路的行道树进行修整。”该网民说。

网民“野心家”、“一阵阵”等跟贴称，绿化对一个城区发
展来说是好事，但如果多到把红绿灯都挡住了，带来交通安
全隐患就不好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实地察看后，为了群众的
安全，尽快移除或修剪绿化树。

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已派遣工作人员对该
地进行了实地调查。经查，引起该地安全隐患的主要原因
是移动广告遮阳棚及渠化岛靠主路交叉角的两棵海桐球
生长过于繁茂，遮挡了来去驾驶员的视线。该局已组织人
员对海桐球进行修剪，待季节适宜移栽时，再将这两棵海
桐球进行移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