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厕为何改造？

改造后的公厕如何管理，是市民很关注的问题。
“这些公厕，曾都干净整洁、设施完备，但因管理

不善，才出现了脏乱差的局面。改造是关键，管理更
关键。”退休老人任先生说，要不断提升公厕管养水
平，打造公厕文化，提升公众满意度。

任先生称，现在很多城市都推广公厕“居家式管
理”，就是让市民在走进公共厕所时，就像置身自己家
的厕所一般，自在惬意。“希望咸宁也能打造几座‘居
家式管理示范厕所’。”

对此，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厕改造后，将
完善管理体制。经初步统计，除各单位、商业中心内
部公厕外，市区共有公厕91座，其中由环卫局管理的
有19座，园林局管理的公园公厕11座，商务局或办
事处管理的11座，主要分布在集贸市场内。林业局
管理的4座，分布在潜山森林公园内。由中石化、中
石油管理的29座，主要分布在加油站内。其他建设
单位管理的公厕10座。

经协商后决定，今后市区所有公厕卫生情况的监管由
市环卫局负责，但公厕所在区域已经设立或应该设立专门
管理单位的原则上由管理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负责；无管理
单位的和单位建设的公厕，原则上由环保部门负责。

“我们将安排专人，对公厕定时打扫，保证公厕干
净。”该负责人说，目前，公厕正在统一维修改造期间，
给市民如厕带来不便，希望谅解。同时公厕改造好
后，希望市民们能共同爱护公共设施。

近来，我市关于公厕的投诉不少。游客反映，
星星竹海豪华公厕被锁；市民反映，冰雪王国附近
公厕脏乱差；还有人反映，老行署附近公厕漆黑一
片，还变相收费……

21日，记者走访了城区一些公厕。在老干部
活动中心，发现公厕墙体剥落，厕所门被损坏。在
一号桥露天游泳池公厕，发现地面很脏，水箱也坏
了。在咸宁火车站等地的公厕，也是设施损坏，垃
圾遍地……

采访中，市民都称，公厕虽小，但是体现着一个
城市的文明程度。“咸宁城区公厕亟待改造，以从细
节上展示咸宁的美。”

当日，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中心城
区共有30座公厕改造修建于2008年。多年来，这
些公厕一直都是简易维修。今年来，不少市民反映
市区公厕出现无灯、无水等状况，给广大市民造成
极大不便。

为了给市民提供良好的如厕环境，10月下旬，
市城管执法局根据市政府要求，将温泉城区和永安
城区各个旅游景点、车站、高速出口等地公厕挨个
检查，发现多数公厕存在水压不够、水箱破损、墙体
陈旧现象。

为此，市城管局拟定维修方案，市政府特批专
项资金30万元，用于维修中心城区公厕，提高城市
文明程度。

“你希望公厕改造成什么样呢？”21日，记者就
此问题采访了几位市民。

市民张星星说，希望改造后的公厕能给人一种
舒适感。而不是硬着头皮、屏着呼吸去如厕。如此，
公厕就应该是亮堂堂的，干干净净的，水箱、厕所门
等设施都应该是完好无损的。

市民刘女士说，她希望是这样的：走进公厕，映
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实用美观的洗手池，感应式臭
气抽排管道，还有灭蝇灯等。“虽然不能期望如家里
或者商场里的一样，最起码要保证干净卫生。”

市民钟先生称，希望改造后的公厕，既提升城市
公共设施服务功能，又提高城市生活的品味和档次。

那么，公厕到底会改造成什么样呢？当日，在咸
安大修厂公厕，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对公厕进行
改造，损坏的水箱、水管也在维修中。

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大修厂公厕也是一
座年久失修、脏乱得几乎不能用的公厕，将在这次改
造中大变样。

该负责人表示，这次公厕改造主要维修项目有
墙体、水管、大小便池、蹲位门、水箱等。改造后，全
部达到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环境舒适、免费开放的
要求，让市民如厕更方便，更舒适。

另外，我市还重新制作了公厕文明指示牌，方便
游客准确找到公厕。针对部分公厕地势高，水压低
冲洗不彻底的情况，全部换装水箱。

公厕如何改造？ 公厕怎样管理？

“我市将投资30万元，改建中心城区30座
公厕。目前，改建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12月5
日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18日，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网民“深海鱼儿”发出的这一消息引
起网民热议。

网民们最关心的三个问题是：为何要集中改
造30座公厕？公厕会改造成什么样子？改造后
将如何管理？21日，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对此
进行了回复。

新闻追问
问民生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网民“鱼儿”问，新买了
件羊毛衫，洗过之后发现缩水了。虽说
没花多少钱，但当一次性衣服穿还挺舍
不得。有什么方法可让衣服变正常吗？

【记者打听】21日，购物公园一服
装店老板王琴说，目前，市面上很多毛
衣都是羊毛材质为主，洗涤方式不对，
就会造成缩水。最好的方法是做好预
防。即清洗前看清标签上的洗涤说明，
按说明洗能降低毛衣缩水的机会。

如果毛衣已经缩水了，该怎么处
理？王琴介绍了三种方法：一，在盆里
加入温水，滴进少量的家庭用阿摩尼亚
水，将毛衣浸入，留在毛线上的皂成份
就会溶化。两手同时轻轻拉长缩小的
部分，然后冲水晾干。在半干之时，先
用手拉开，整出原形，用熨斗烫一烫，就

可恢复原来的尺寸。
二，将护发素与水按照1∶3的比例

混合,把毛衣浸泡在其中，约10分钟后
取出,平铺在一条大浴巾上，吸干水分后
轻轻拉伸毛衣即可。原因是护发素中的
成分能软化毛衣中紧缩的编织扭结,让
毛衣自然放松,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三，缩水毛衣纤维用蒸汽熨斗加
热，然后趁热用两手拉长其纤维。由于
蒸汽熨斗加热面积有限，为了保证纤维
拉伸均匀，要对毛衣采用局部、分段、分
部分、加热拉伸的方法。纤维一次不可
能拉伸很多，要反复多次加热拉伸。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毛衣缩水了怎么办？
【网民咨询】网民“小溪”咨询，买车

已有一年了，前天听朋友说汽车加油有
很多小技巧，加油方式得当，既能省油又
能养护车。请问汽车加油有何技巧？

【记者打听】21日，城区越旺汽修店
一名员工介绍，汽车加油确实有一些学
问。

不要等燃油警示灯亮了才去加油。
油箱内的油泵工作时的温度会非常高，浸
在燃油中可以有效地降温。警示灯亮说
明油面已低于油泵了，如果存油太少可能
会烧毁油泵。

必须注意的是，行驶里程超过3万公
里的车，存油太少的话，会导致发动机故
障。因为这种车的油箱底部积存了一些
沉淀物，存油太少时油泵会将油箱底部的
沉淀物抽起，所以应该在油箱剩下1/4油

时就加油。
早上是加油的最佳时间。因为加油

站的油经过一个晚上的沉淀，其杂质和
油泥会沉到油罐底，这时加到汽车上的
油品相对干净。

通常加100元或30L油最好。如果平
时主要行驶在市区且加油比较方便的话，
没必要加满油箱。因为载着满满一箱油会
增加车辆自重，徒增油耗，通常一次加上
100元或者30L油足矣。

特别是新车，千万不要第一次加油
就加满，否则油箱内的传感器因突然承
重，很容易导致失灵，出现油表失真现
象。

特别提示一下，看到油罐车正在卸
油时，千万不要加油，因为此时此刻会激
起油罐底部的沉淀物。

（记者 马丽 整理）

汽车加油有何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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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新房，住新家，这本是件喜庆的
事。可咸安区渔水路的黄先生在装修时
却焦急万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因新装的水龙头漏水，导致房子浸水，装
修材料等都被泡坏。

18日，黄先生介绍，为了方便孩子
上学，他在天洁小区购买了一套新房。
三个月前，他便开始到处跑建材城，购
买装修材料，木地板、门窗、墙体等先后
顺利安装好。

随后，他又在咸安区昊天建材城某
电器建材店，花费120元，购买了一个
水龙头。水龙头安装好后，黄先生便与
安装人员一同离开。

第二天，再到在装修的新房时，眼

前的一幕让黄先生惊呆了。屋里浸水
了，家中的木地板及木门被浸泡，背景
墙、酒柜等都有不同程度受损。

黄先生仔细查看水龙头后，发现新装
上的水龙头上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空隙，
估计这就是导致房屋被浸的主要原因。

黄先生迅速联系商家和厂家，可跑
了几次都没遇到老板本人。多次电话
沟通，双方不能就此事的赔偿问题达成
一致协议。

“老板表示该品牌的水龙头质量
好，安全性能高，物超所值。在他的推
荐下，我才购买了这款水龙头，没想到
出这样的事。”越想越生气的黄先生只
好拨打12315投诉电话，请求工商部门

帮忙协调。
咸安区工商局工作人员接到投诉

后，迅速对事情进行核实，随即联系商
家和厂家进行协商。

厂家经过鉴定发现这个水龙头确
实存在瑕疵，但是厂家对消费者提出
的赔偿费用却不认可。工商工作人员
连同昊天行业协会多次组织双方调
解，对厂家进行法规法规的宣传，告知
利害关系，最终厂家同意为黄先生更
换木地板，维修受损物品，并赔偿黄先
生20000元损失。至此，这起消费投
诉终于得到解决。

“这件事情能得到圆满解决，真要
感谢工商局的工作人员。”黄先生说。

问消费

坏水龙头致新房浸水，谁埋单？
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冯伟

幸福路被菜摊挡路
城管部门：解决方案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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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幸福路附近几个小区终日被菜摊
挡路，居民们不堪其扰，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却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

网民“忧心如焚”发贴称，他家住在温泉城区幸福路泰鑫
名苑小区，处于幸福路温泉中心菜市场附近。小区的门口经
常被卖菜的摊位堵住，居民进进出出很不方便，车子进出时，
更是存在安全隐患。

22日，在温泉中心菜市场记者看到，摊贩将摊位摆在附
近几个小区门前，由于地方狭小，这一段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除了门前摆满的摊位外，原本就不宽敞的马路两边还停满了
三轮车、摩托车、货车，让道路变得更加拥挤不堪。

附近居民刘女士表示，她曾多次向小区物业和工商、城管
等部门反映，但是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市城管执法局综合执法一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现有
的中心菜市场场地狭小，已无法容纳新增的摊位，所以有的
商贩将摊位摆到了马路上。为此，城管部门多次与市场方
协调，建议将市场二楼闲置位置提供给部份商贩，以减轻市
场压力。目前，该计划正在实施中，市场二楼将提供1000
平方米的使用空间。该部门也正在考虑在市场附近建设停
车场。

公厕改造，让市民更“方便”
图/文 记者 马丽 通讯员 邓迢迢

一工业园污水流入小河
环保部门：将建污水处理厂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
道：19日，网民“通山”在
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发
帖投诉：“通山石壁下村工
业园将污水直接排放到小
河里，望管管。”

该网民称，最近，村民
们发现，石壁下村桥头朱
附近的水晶工业园随意排
放污水。污水经岸流到百
姓家门前的小河里，给村
民生命安全造成很大危
害。希望此事能得到相关
领导关注，并采取相应措
施。

23日，记者致电通山环保局。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局也接到村民投诉，并派人现场察看。察看结果是，目前，
工业区内最大的一家工厂已安装污水处理器。其他几家工
厂以水晶打磨为主，产生的污水量不多。出现大量水流现
象，可能是因为近期雨水多。但流到老百姓门前小河的多
是雨水。

目前，该局已给产生污水、并随意排放污水的厂下达整
改通知书，并将村民诉求上报县委县政府。为彻底解决污水
排放问题，保证村民健康安全，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工业园建
立污水处理厂。此事正在协商中。

用他人驾驶证代扣分？
交警部门：最高罚款两千元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近日，网民“蔷薇”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发帖称，一些人为了避免驾照分被扣光重考，选择
花钱买分，或者用他人驾驶证代扣分，该现象在我市比较普
遍。这一帖子引起网民热议。

该网民在帖中表示，交通法规定：驾驶人一个记分周期为
12个月，满分为12分。很多司机开车时稍不留神，容易违反
交通规则，12分很容易被扣光。如果驾照的12分被扣光了，
驾驶人必须去重考一次科目一。因此，很多人为了避免重考，
花钱买分，或者借用他人的驾驶证代扣分。

对此，交警部门表示，新修订的刑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
法》出台了新规定——“替人消分”的行为是违法的。

新规增加了一项规定：代替实际驾驶人接受机动车交通
违法处罚和记分并从中牟取经济利益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
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同时指出：对
在一年内同一驾驶人为非本人所有的三辆以上不同号牌机动
车，或者三名以上的驾驶人为同一号牌机动车接受违法行为
的，列入涉嫌代替接受处理的重点人员名单，暂停其违法处理
业务。

二维码小广告入侵社区
民警：不要随意扫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近日，网民“余”在咸宁新闻网
（咸宁论坛）反映，扫了楼道一个二维码小广告，结果被骗了几
百块钱。“楼道二维码广告千万别扫。”

该网民表示，最近，他家楼道门口贴着两个小广告，上面
都是二维码。当时，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二维码。随即
出现了一个链接，说可以介绍网络刷信誉兼职。后来他加了
一个推荐的QQ，就开始刷信誉。期间，他投进去400多元，
最后刷完了任务，钱却没有退回来。

这位网民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扫二维码。很多二维码
里其实藏着非常多的病毒和骗局。

对此，一号桥派出所民警称，有些不法分子将带有病毒程
序的网址链接生成二维码，用户用手机扫描就会得到该链接，
进一步点击操作，就会在联网状态下使手机中毒，很可能会泄
露手机通讯录、银行卡号等隐私信息，或被强制安装吸费软件
乱扣话费、消耗上网流量，甚至直接从第三方支付平台偷走银
行卡里的存款。由于二维码发布没有任何限制，二维码生成
器又随时可从网上获得，因此很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发
布虚假信息进行欺诈。

民警提醒，现在扫二维码虽然很普遍，但千万不要轻易
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