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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目前，我市私家车主都是自主在
滴滴、快车等软件平台注册，没有到市城市客
运管理处办理经营许可证等，他们处于一种
脱离管理的状态。

那么，新政如何起到规范我市网约车的
作用呢？2日，市客管处相关工作人员说，前
不久，我市已草拟了《咸宁网上预约出租车的
实施细则》。这份细则是在全国网约车新政
的基础上拟定的。

据了解，根据新政，私家车想要成为合
法的网约车，必须符合五个基本条件：7座及
以下乘用车；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
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车辆技术性能
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行驶里程达到
60万千米时强制报废；行驶里程未达60公

里但使用年限达到8年时，退出网约车经营。
新政对网约车驾驶员也有要求：取得相

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
驶经历；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
录，无暴力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
驾驶记录；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
分记录。

“由于地方性差异大，各地对网约车的具
体要求不能一概而论，我市网约车细则是根
据全市具体情况而制订。”该工作人员说，细
则出台后，私家车想要注册成为网约车还是
有一定的门槛。

该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乘坐网约车时，一
定要谨慎，尤其是女性，切莫单独乘坐夜车或
长途车。

【网民咨询】网民“小沈”咨询：
家里锅盖上布满了油污，用洗洁精
也难洗干净。请问有何好的清洗方
法吗？

【记者打听】2日，咸宁爱家家政
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了三种清洗
方式。

水蒸气清洁法。先烧开一锅水，
以水滚开不溢出为宜。把锅盖倒扣
在锅中，让蒸汽熏蒸锅盖，焖一段时
间后，待油污垢变白变软时，取出锅
盖，然后在锅盖上均匀涂抹一层洗洁
精，再用抹布蘸少量凉水擦洗。这
样，锅盖上又黏又厚的油污就会被轻
松清除。

该工作人员说，值得注意的是，
取出锅盖时，最好带上防烫手套，谨
防烫伤。

胡萝卜清洗。平时切菜时，随手
准备扔掉的胡萝卜头，是擦锅盖的好
工具。在锅盖有油污的地方滴上洗
涤剂，用胡萝卜来回一擦，油污就去
除了，再用湿抹布一抹，锃亮。

面粉清洁法。在锅盖上均匀撒
上一层面粉。再用抹布擦拭，你会发
现白色的面粉变成了油污色，再用湿
抹布擦一擦就干净了。更重要的是，
这样擦拭锅盖，就不用担心像钢丝球
刷过那样，留下难看的刮痕。

该工作人员表示，最好的方法
是，用完锅盖后，及时用洗涤剂清洗
干净，省心省事，也不会留下厚厚的
油污。 （记者 马丽 整理）

秋菜市场有“癌白菜”？
食药监部门：此属谣传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网民“与世无争”在
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上发贴称，近日，他在微信上看到
了“癌白菜”的信息。不知是否属实？希望相关部门能出
来辟谣。

根据该网民提供的截图可以看到，标题为《提醒！秋菜
市场惊现‘癌白菜’，遇到的市民千万别买别吃了》的微文，正
文内容包括，在蔬菜市场上，现在有被喷了甲醛的白菜正在
对外销售，食用后会致癌……

1日，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监测情况来看，
我市各大小市场并未发现有“癌白菜”销售。“此微信网文很
有可能是谣传。”

该负责人表示，从数据来看，天然食物中所携带的甲醛
含量非常低，蔬菜在清洗、烹饪过程中会将所有的甲醛蒸发，
在微乎其微的剂量下，根本起不到致癌作用，正常食用不会
对健康带来危害。

网民纷纷跟贴表示，微信朋友圈已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一些乱现象也在利用朋友圈“发酵”、
散播，因多是熟人发送的信息，更容易让人信以为真。公安
部门提醒网友，对待微信朋友圈里的发布信息一定要谨慎，
避免成为错误倾向者的帮凶。

在咸宁日报官方微信里，有一位网
名“蔷薇”的粉丝，她对旧家具改造有自
己独特的经验和见解。

“蔷薇”今年28岁，是一名公务员。
平时除了上班，最大的兴趣就是“折腾”
家中的旧家具。“看到旧的东西在我手里
焕发新的生命，很有成就感。”10月 26
日，“蔷薇”说。

“蔷薇”表示，她改造旧家具的方法
很简单，就是给家具刷上新漆，有时还会
画上简单的装饰画。虽然只是简单地刷
一下漆，但是却赋予了家具一个新的生
命。

“蔷薇”有个鞋柜是很好的橡木材

质，时间久了后，看起来很旧，但扔掉怪
可惜的。于是，她决定为鞋柜来个“变
装”。她为鞋柜刷了淡蓝色的漆，还画上
了几朵漂亮的小白花，让这个鞋柜看起
来有点小清新。

“蔷薇”传授经验：夏季为旧家具做
改造时，可以刷一些看起来很凉爽的漆，
如淡蓝色、淡绿色、淡黄色、淡粉色的。
冬天就可以选择一些温暖的颜色，例如
明黄色、橙色等。当然，最好是根据家里
的整体装修风格进行选择。

除了给家具“穿衣服”，“蔷薇”还会
通过小手工来改造家具。而且，她改造
后的东西，你很难猜到它的“前身”是什

么。
她有一个拥有40年历史的老衣柜，

经过她拆拆、钉钉、涂涂后，变成了一个
具有收纳功能的书柜。

让“蔷薇”骄傲的改造还有一个梳妆
台。去年她家搬家的时候，梳妆台遇水
潮湿，桌腿腐烂了。她将四个桌腿的一
小段切掉之后，重新刷漆。再把梳妆台
拿到新家，当作客厅的茶几。

“亲朋来到我家，都觉得我家的茶几
独具特色，完全不能想象以前是个梳妆
台。”“蔷薇”高兴不已。

“其实一些新家具并不见得全都好，
比如新家具的材料和用漆等都含有甲醛

等有害气体。”“蔷薇”表示，现在都在提
倡节俭，对一些二手家具进行重新设计
后，不仅美观，还能节省一笔不小的开
支。她建议大家都动起手来，改造旧家
具，让其循环使用。

“蔷薇”表示，改造旧家具，除了实用
性以外，还能增加生活情趣。希望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体验生活的
乐趣。

咸宁网约车

让旧家具换新颜
记者 赵晓丽

【网民咨询】网民“放不下”咨询：
最近，家里准备装新房，可连续下了好
多天的雨。想问一下，雨天装修需注
意什么？

【记者打听】1日，居住在温泉茶
花路的周杰说，雨季施工不宜进料、不
宜刷漆。

装修中要用到很多木料，而它们
都有一定的含水率，雨天不宜将这些
材料运到新家，堆放在毛坯地面上。
另外，木制品刷上油漆后不仅干得慢，
而且油漆吸收了空气中的水分后，容易
产生雾面，出现发霉变味的现象。

雨天装修施工应注意除尘、防
火。下雨天不能开窗户，如果在门窗
紧闭的状态下施工，一定要注意采取
洒水等方式提前降尘；下雨天时，由于
各种装饰材料都堆放在室内，再加上

很多材料是易燃物品，一定要有一个
灭火器在施工现场随时“待命”。

为了完美的装修效果和日后稳定的
质量，有四道工序的施工周期必须延长。

首先，风干时间延时。雨季的风
带着充足的潮气，雨天风干的时间是
平时的2至3倍。

其次，基层处理延时。墙面基层
的腻子和墙衬，在雨天需要晾一天，假
如这些基层处理没有做好，将来即使
刷上昂贵的乳胶漆，也会很快出现鼓
包、裂纹等问题。

再次，延长墙体干燥时间。正常
时间为两小时左右，雨天要根据天气
状况再延长。

最后，木器漆干燥时长不少于3
个小时。充分的延时会使得漆的色彩
更加有光泽。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家住温泉凯越学府的张女士，在一号桥附近上班。以前，她每
天上下班主要乘坐3路公交车，但因为车次少，她经常难赶上。半年
前，她开始通过手机预约打车服务。

1日，她说，她从凯越学府打一辆车到单位，使用优惠券的话，有
时候只需要花一两块钱。最重要的是，她认为这样节省了时间，也
缓解了等车的焦虑感。

市民汪女士也经常使用滴滴打车。她家住在杨下青年E家小
区，因地理位置较偏僻，没有开通公交车，也很少有的士进去。每
次出一趟门很难。今年3月，她学会了网上预约车。每次网约车都
直接到家门口接她。“打车多元化，让出行更方便了。”汪女士说。

采访中，有市民说，以前，打车高峰期时，有时候半个小时都坐
不到车，现在有了“滴滴”和“快的”等打车软件，出行变得可控，时间
也更好支配。

另外，通过打车软件预约车经常有红包补贴，使用红包补贴后，
比乘坐出租车要优惠很多。这是市民青睐网约车的另一个理由。

采访时，也有一些市民对网约车的安全问题表示担忧：私家车
主成为网约车司机，信息是否有统一管理的平台？私家车车主驾驶
技术是否通过统一培训？乘坐网约车遇到交通事故后，乘客的保险
赔偿如何定性？这些安全问题都是市民比较关心的。

因此，很多市民觉得，网约车新政的实施，能更好地规范网约
车，也将市民乘车的风险降到最低。

新规的实施，意味着网约车合法了。咸
宁开网约车的私家车主会不会增多？他们对
新规有怎样的想法？近日，记者利用乘车的
机会，与两位车主进行了交流。

30多岁的郑师傅两个月前在滴滴平台
上注册，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两个月来，
他利用业余时间，拉了720多单。他介绍，此
前，滴滴平台活动很多，给司机的奖励也很
多。一天下来，能赚一点钱。但自新规实施
后，平台对司机的奖励政策取消，而且一旦有
投诉，还要罚款。

“比如今天晚上五点到八点，我拉了三个
客人，最多只赚3块钱。”郑师傅表示，此前还
能赚点油费，现在连油费都赚不到了。

郑师傅介绍，11月份前，咸宁城区有网
约车一百余台，这两天车主数量减少了一大
半。他打算还跑两天就不跑了。

网约车车主张师傅的车是一辆五菱之
光。他特地关注了下网约车新政，发现必须
满足的条件中，他有一条不符合要求。他的
车子没有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
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新政限制过多，如
果真正按照规定执行，咸宁市的很多网约车
都不符合规定。”

据了解，咸宁城区很多网约车车主都是上
班族或者是生意人，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
上下班高峰期时出来拉拉客，赚点外快。现在
限制一多，赚钱又少，很多人都选择不干了。

温泉路行道树被挖走
园林部门：配合道路拓宽工程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2日，网民“深海鱼儿”在咸宁
新闻网（咸宁论坛）发帖问：“温泉路行道树为何被锯被挖
呢？”

该网民称，1日晚上，她下班回家，经过温泉路时，发现园
林施工车辆停靠路边，施工人员将道路两边行道树的枝条锯
得只剩主干。2日早上，她经过中心花坛时，发现花坛附近几
棵被锯的树，正被连根挖起，像是要被移走的样子。该网民
问：“为什么要锯掉这些树，并且移走呢？”

2日，记者从市园林部门获悉，移走温泉路两边的绿化
树，是配合市政部门的道路拓宽工程。

中心花坛区域是商业集中地带，周边道路经常拥堵，给
市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也造成安全隐患。因此，改造中心
花坛区域环境，市民们期待已久。

据介绍，此次温泉中心花坛区域改造规划主要包括以下
部分：淦河大道与温泉路交叉口改造；温泉路拓宽工程及3处
地下通道；淦河大道（温泉路至幸福路）道路线型改造；原市
委小车队地块停车场改造；温泉路（桂花街至淦河大道）管网
改造和立面整治。

改造工程包含花坛改造、隔离带建设、红绿灯设立、人行
道划线、路面重新刷黑、香吾山南入口建设及环境综合整治
和亮化工程等。

目前，淦河大道、温泉路交叉口改造规划已初步敲定，即
将于本月10日左右启动建设而今正在进行前期树木移栽、管
网改造等工作。

3路公交或将停班
枫丹公交：为咸马赛事临时调整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11月 5日，3路公交要停班
吗？”2日，咸宁新闻网网民“蔷薇”乘坐3路公交车时，发现车
门贴着告示：11月5日该路线有可能停班一段时间。为此，
她在咸宁论坛上发帖询问。

对此，记者从咸宁枫丹公交公司了解到，咸马期间，城区
道路南外环、东外环、咸宁大道、金桂大道、旗鼓大道、银桂
路、麦笠山路、玉泉街实行道路管制。

为了方便市民观摩国际马拉松赛，枫丹公交公司根据道
路管制的实际情况临时对公交线路进行调整：

5日上午8:00至11：00，1路：北站（起）—区交通局—青
龙路—北站（终），一号桥（起）—市公路管理局—一号桥
（终）；2路：外贸（起）—南山—青龙路—外贸（终），马桥
（起）—中心花坛—三号桥—一九五医院—马桥（终）；6路：西
河桥（起）—南山—青龙路—西河桥（终），东站（起）—三号桥
—二路线—中心花坛（终）；8路：火车站（起）—交警三大队
—火车站（终）；9路：天洁（起）—茶园路—贺胜路—马柏路
—茶花路—铁疗—中心花坛—滨河路—邮电路—交通路
—岔路口—贺胜路（终）；10路：天洁（起）—茶园路—贺胜路
—银泉路—交通局—走原路。

另外，3路、11路、102路、k1、k2、k3、k4、k5有可能停班
一段时间，具体情况根据交警主管部门的通知。

如何规范管理？
■记者 马丽

1 日，交通运输部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正式实施。这一新政对咸宁人日常出行有何影响？相关部门将如何

加强监管？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打车出行多元化
安全隐患让人忧A

新政限制过于多
赚钱太少不干了B

新闻追问 问热点

咸宁快没93号油了
中石化：启用国五车用汽油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网民“茶花”在咸宁新
闻网（咸宁论坛）发帖称，前不久看到一条信息，说马上就没
有93号和97号汽柴油了。“咸宁也快没有了吗？以后我们的
车加什么油呢？新型号的油质量如何？”

记者从中石化咸宁石油分公司获悉，武汉、咸宁、荆门、
荆州、宜昌、恩施等地中石化加油站，已开始启动国五车用汽
柴油置换，力争在11月底全部完成置换。

升级后，汽油标号由原“国四”的93号、97号更换为92
号、95号、98号，柴油标号不变。

中石化油品专家介绍，油品升级后，车辆加油时不需要
特别清洗油箱、油路，只需要选择相应标号的油品，循环加注
2—3次即可完成置换。

另外，在选择“国五”油品标号时，应核对汽车原先加注
的油品标号：原先加注93号汽油，可选用92号或95号汽油；
原先加注97号汽油，可选用95号或98号汽油；部分压缩比
高、对提速性能要求较高的车辆，建议选用98号汽油。

据介绍，国五汽油更环保，降低了硫、锰、烯烃含量的指
标限值，有效控制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颗粒物排放。更护
车，减少对汽车发动机的腐蚀和进气系统沉积物，保护发动
机和排放系统，延长车辆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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