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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如何治超限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5 辆满载石子的大货车严重超速超载，一路落石不
断，更可怕的是为了逃避执法人员的检查，货车们丝毫
没有减速刹车，而是冲卡而过……近日，一篇网文在咸
宁网络论坛上引起了众多网民的激愤。
该事件发生在深夜，在崇阳县至咸安区路段，5 辆满
载石子的大货车向咸宁方向疯狂逃窜，执法人员在保证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立即对大货车展开拦截。

朱亚平

通讯员

限高杆设置不合理

谭军

对此，网民“书香门第”有一段亲身经历要说。他介
绍，自己常年往返嘉鱼渡普镇与咸安区，每次晚上开车
行驶在通江大道上都胆战心惊。因为成群结队的大货
车、百吨王在路上飞奔，而且这些车辆超速、超载、无视
信号灯、私加 LED 灯、落石、飞砂、掉石块等，样样都给驾
驶带来危险。他说：
“ 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管管这样的
事情，
还优良的出行环境于居民。
”
记者从市治超办获悉，从 9 月 12 日至 10 月 20 日，我
市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开展治理车辆超限超载专
项行动，积极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畅通的道路通行环
境。
如何治超限载？市治超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专
项行动以市中心城区为重点，辐射周边县市区。
整治范围包括：对进入温泉城区、咸安区、咸宁高新
区等咸宁市城区范围的车辆进行超限超载专项治理。
包括从省道咸通线与省道横路线交界处、107 国道赤壁
和咸安交界处、东外环、107 国道横沟桥镇等入口进入咸
宁城区的货车。
同时，咸宁城区周边的咸安区、赤壁市、通山县、崇
阳县同步加强源头治理和路面管控，杜绝超限超载车辆
进入咸宁市城区范围。

部门：
已调整处理

据了解，专项行动严格监管通往市城区各条道路的
通行状况，严厉打击城区车辆各类超限超载违法行为。
其中，道路环境重点治理城区道路（含城区外环）沿线公
路两侧空地上二次转运的砂石料堆场，严禁货车避站绕
行、中途驳载的违法行为。驶入车辆重点打击进入城区
的重型集装箱式货车，严禁货车非法改装、故意遮挡、污
损号牌、安装翻板机关、不按规定悬挂号牌、无牌无证上
路、超限超載、抛酒等违法行为。基本杜绝超限超载车
辆进入城区道路行驶，将超限超载率力争控制在 2%以
下。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网民
“匿名”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嘉鱼路段上的限高杆设置不
合理，
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
该网友表示，自己在温泉工作，经常走泉口回嘉鱼，
今年七月份公路对桥面做过一次维修，但是每天经过丁
家曾大桥的拖石头的大车，
依旧白天大摇大摆的开过桥。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该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调查回复，针对该县境内超限超载运输情况，县交通运输
局于今年 7 月 10 日召开了治超专题工作会议，会议专门
讨论了嘉泉线治超工作措施，决定修复以前由公安交警
部门设置的限高架，并将限高标准从以前的 3.15 米降为
3.05 米，以控制神山部分矿山运输车辆不规范装载及严
重超限等违法运输行为。
自 2018 年 8 月 1 日限高架修复工程完工，限高架降
为 3.05 米以来，部分运输车辆通过切割驾驶室底部、减
少钢板，更改轮胎规格等改装方式降低车身高度减少荷
载达到运输的目的。截止目前，经过该局路政大队开展
的一系列值守、巡查等执法方式，目前此路段经过的砂石
运输车辆基本都做到了无恶意超限超载、平车覆盖，无抛
洒等现象，后期，该局将继续加大治超治限工作力度，规
范交通运输秩序，
保证该道路整洁通畅。

问交通
新闻追问

小区物业费怎么交？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才买的商品房去拿钥匙，没有入住，也需要交一年
的物业费。近期也不打算装修入住，请问此物业费是否
合理？”9 月 27 日，家住温泉某住宅小区的业主赵琦很是
疑惑。

桂乡大道未通公交车
部门：
将合理调整

陈希子

家住咸安的市民游女士也有同样的疑惑。游女士
买的高档商品房位于城区淦河附近，2016 年年底收房，
面积 120 余平方米，全年物业费近 2000 元。
“我收房后没
有入住，已连续 2 年交了全额物业费，现在想按一定折扣
缴纳物业费，问了物业公司，却说不可以。”游女士说。
游女士想知道物业费到底该怎么交。
有些延迟收房的网友发现，虽然自己还未入住，却
已经产生了物业费。很多人就有疑惑“我还未入住，为
什么也要缴纳物业费？”到底没有入住该不该缴纳物业
费呢?
咸安某商品房销售处负责人王先生介绍，未入住的
房子通常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未收房另一种是已收房但
未入住。在房屋交付购房者之前所发生的物业服务费
用，要由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全额承担，而如果房屋
已经交付给购房者，物业费则由购房者承担，如果双方
另外有约定的除外。业主是否需要承担物业费，主要看
房产交付的时间。
小区的物业服务费主要是公共性服务收费，包括公
共设备、设施的日常运行、维修和保养、绿化管理、保安、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网民
“满城桂花香”在
咸宁网络问政平台问：
“ 为何桂乡大道一直没有通公交
车？
”
该网民称，从银泉大道和桂乡大道的交叉路口开始，
桂乡大道到金岛香溢花城（小泉新村）附近居民无公交车
可坐。这里段路明明设有公交站台，却无公交车通行，公
交站台成了摆设。去年有一段时间，5 路公交从此通行，
但没运行一段时间就停止了。
“不会骑车，不会开车，家里没有私家车的居民，想要
去一趟市区真的很不容易。希望这里能早日通公交。”该
网民满怀期待。
对此，市枫丹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复，去年桂乡大
道曾通过 5 路公交车，由于人流量少，线网太长，以及驾
驶员的短缺，便更改了线路走向，导致桂乡大道没有公交
车经过。
后期，该公司将根据城市规划、发展和居民实际需
求，定期到市区主要街道、居民小区现场考察，新增公交
线路或合理调整公交线网，给市民提供更加方便的乘车
环境。

保洁等，物业公司对于公共部位进行约定服务，有权利
依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收取相应服务费用。
王先生介绍，
无论业主是否实际入住，
即使房屋空置
也应交纳相应费用。共有部分与专有部分具有紧密联系，
每一个业主都从物业服务企业对于共有部分的管理与保
养中受益，
物业费的交纳义务对全体业主而言是均等的，
否则，
物业服务关系稳定性和确定性将会被打破。
同时，如果当地对空置房屋的物业管理费缴费标准
没有特别的规定，小区的物业服务合同上又没有特别的
约定，业主一般应全额缴纳物业服务费。为了吸引消费
者购房，不同开发商对房屋空置阶段的物业管理费缴纳
比例有具体规定，比如交房首年不缴纳物业费，或未住
商品房按照物业费的一定比例缴纳等。业主一旦产生
实际购房行为，
可参照具体规定缴纳物业费。

问物业

小学晚托班违规上新课？

浴厕如何巧除臭？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石榴”咨
询，家里住的是一个老小区，浴室、厕所
里总是有怪味，
如何祛除这些怪味呢？
【记者打听】家住咸安城区的叶女
士回复了该问题。叶女士介绍，祛除浴
室、厕所里的怪味有很多种办法。
在使用完厕所后，
可以点根火柴，
随
即丢入马桶内，其中磷的成分会把厕所
中气体燃烧，
即可袪除讨厌的臭味了。
点燃一小块晒干的桔子皮，等桔子
皮充分燃烧后，气味即可去除。或将一
盒打开盖的清凉油置放在卫生间里。
将桔子皮或苹果皮用尼龙网袋装
好，挂在卫生间即可。或放一盒清香
剂。
在便器中放一些干燥的桔子皮，或
将晒干的残茶叶在卫生间点燃，或在卫
生间燃烧熏烟，
也能除臭。

如何清洗帽子？

用过厕所后，喷一些消除除臭味的
清香剂，以中和怪味；另外将一些除臭
剂装在窗口内，放置于厕所的一角，兼
具芳香及美观用途。
将一般洗衣用的漂白剂与水比例
约 1:4 或 1:3 稀释，然后涂试在瓷砖间
隙缝，即可轻易地消除霉斑，去除霉味
很有效。
倒一罐可乐在马桶里，一小时后冲
掉，可乐里的柠檬酸会将马桶的污点、
尿垢及异味消除。
要避免浴室的臭味，可放一条毛巾
在小桶内，或放一块香精在电灯上，当
电 灯 亮 时 ，热 能 会 把 香
味 散 发 出 来 ，让 满 室 清
香。
（咸 宁 日 报 全 媒 体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90% ，扶 贫 小 额 信 用 贷 款 净 投 放
2.14 亿元。
该行在服务乡村振兴上不遗
余力，根据市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发
展规划，成功召开了现场会，明确
了 13 个服务示范点，重点对接全
市 20 个特色小镇、30 个重点农业
休闲旅游精品点、31 个美丽乡村示
范点、23 个田园综合体、66 个省级
绿色示范乡村，提供存贷款、结算
及电银产品推广等系列金融服务，
创新“流转土地贷”
“ 农家乐贷”等
新的服务模式，加快乡村振兴贷款
投放力度。
该行在防控金融风险上主动
作为，为打好金融风险攻坚战，切
实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并借政
府清收化解专题会议的契机，联合
公检法等各职能部门力量，严厉打
击老赖等失信行为，创优金融信用
环境。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报道：近日，网民
“王海珍”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发帖称，通山县通羊镇通羊一小分校借
晚托之名违规收费上新课。
一般学生托管都本着服务家长，教育学生的宗旨，拓
展补充学校教育所欠缺和难以满足的综合性，均衡性及
素质性教育。在保证书本知识的辅导基础上，加大对学
生阅读能力，科普知识，法律常识，文体能力，语言能力的
培养，
重视良好学习态度及学习能力的培养。
该网民反映违规收费上新课的情况究竟是否属实
呢？随后，通山县教育局立即责成通羊镇中心学校就此
事进行调查。
经查，2018 年秋，通羊一小分校根据《关于开展小学
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
（鄂教基〔2016〕
13 号）文件精神，
按照
“家长自愿、校内实施、成本分担、有
效监管”原则开展小学生晚托服务工作。该校分部 2018
年秋在籍学生 816 人，
自愿参加学校晚托的学生有 207 人
（其中一年级 37 人，
二年级 26 人，
三年级 40 人，
四年级 28
人，
五年级 31 人，
六年级 45 人）。晚托期间由家长委员会
聘请相关教师组织学生自习、
阅读、
做课外作业，
或者开展
问题活动和兴趣小组活动，
不存在违规上新课现象。
通山县教育局提醒家长们，如有发现晚托班有违规
行为，
可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存放于通风、干燥的地方，或者在储存
盒内置放干燥剂，
以防潮湿。
帽 子 拆 清 洗 较 为 特 殊 ，如 果 有 羽
毛、亮片，或是有衬纸型的帽子，尽量只
擦拭不清洗，尤其忌讳用洗衣机。
一般帽子的正确洗涤方法为：帽上
如有装饰品应先取下。清洗帽子宜先
用清水加中性洗洁剂稍为浸泡。用软
性刷子轻轻刷洗。将帽子折合成四瓣，
轻轻甩掉水分，不可用洗衣机脱水。可
找一个和帽子同样大小的圆罐或瓷盆，
把帽子戴在上面再行洗刷，
以免走样。
如果帽子内圈有汗渍，要多刷洗几
次，以彻底洗净汗垢及细菌。最后将帽
子摊开，里面塞上旧毛巾，平放阴干，切
忌吊挂晒干。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咸宁人快来看，高新区未来的生活是这样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一行行参天的大树在湛蓝的天空
下与白云相接，树间隐约间看到一幢
幢高楼静静伫立，花园式住宅、甲级写
字楼、星级酒店、精品商业、文化活动
中心……
谈到这些你会想到什么？某一线
城市的 CBD？
不，这就是咸宁高新区未来生活
的样子。
近年来，在科技部和省政府、科技
厅的大力支持下，市委、市政府下定决
心，将咸宁高新区打造成为“创新驱
动 先行区、鄂南强市增长极、绿色崛
起 排 头 兵 ”，坚 持 创 新 驱 动、绿 色 崛
起。手握国家级高新区的招牌，咸宁
高新区的未来不可估量，到 2020 年要

遗失声明

本报讯 通讯员李敏、左利华
报道：咸宁农商行作为全市机构网
点最多、存贷款业务规模最大、支
农支小力度最强、税收贡献力度最
大、扶贫贷款投放最多的银行，在
支农、支小、支实、支贫和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上，体现了大行担当。截
至 9 月末，全市农商行各项贷款余
额 225.95 亿元，比年初净增 28.12
亿元，贷款增幅 14.21%，当年贷款
净增占全市金融机构的 25%。
该行在金融精准扶贫上尽显
担当，坚持打造“听党指挥、替政府
分忧、人民信赖、百姓满意”的责任
银行，充分发挥农商行网点、人员、
业务优势，加大扶贫贷款投放力
度，并坚持全面走访、检查、整改和
规范，全力防控扶贫领域信贷风
险。截至 9 月末，全市农商行共发
放 扶 贫 小 额 贷 款 10902 户、金 额
6.98 亿元，占全市扶贫贷款总额的

【网民咨询】网民“薄荷绿”咨询，帽
子不同于衣物，可以随手洗涤。想咨
询，如何才能正确清洗护理帽子呢？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某服装商场
销售人员吴经理分享了几点清洗帽子
的小技巧。
帽子要注意保养和保管。帽子脱
下后，不要随便乱放，应该挂放在衣帽
架上，或者衣钩上，上面不要压重物，以
免走样变形。帽子戴久了，帽子的里外
会沾上油垢、污物，要及时洗刷掉。帽
衬可以拆下洗净，再缝上，以免帽衬上
的汗污受潮发霉，
影响帽子寿命。
帽子收藏时，
要刷去灰尘，洗去
污垢，在太阳里晒
一 会 ，再 用 纸 包
好，放在帽盒里，

网民在线

支农 支小 支实 支贫

咸宁农商行放贷 225.95 亿元

部门：
已调查核实

杜元兵遗失位于通城县
隽水镇下阔村一组的集体土
地 使 用 权 证 ，证 书 编 号 ：
120601004，面积 265.49 平方
米，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金百年家俱博览
中心遗失行政公章一枚，特声

刘丁维

将咸宁高新区建成产业特色明显，高
端要素聚集，创新创业活跃，管理服务
高效、生态环境优越、城市功能完善的
生态科技新区。园区总收入突破
2000 亿元，工业总产值 1600 亿元，高
新技术产业值 850 亿元。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幅 35%以上，高新技术企
业 300 家。
高新的企业使得高新、高收入的
人才汇聚在此。高收入、高品质人群
的汇聚引发了对于高尚社区、优质生
活环境、高端消费设施的需求，会促
使高质城市生活元素向这里快速集
中。
据统计，一个产业园周边的高端
社区数以十计，区域价值在十几年内

明作废。
湖北通达电源有限公司遗
失行政公章一枚，
特声明作废。
通城县大坪乡西冲村三
组遗失山林权证，证号：隽政
林证字第 032190 号，总面积
合计 1435 亩，特声明作废。

赤壁市谱碟文化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赤壁市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天骄信用社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362000327101， 账 号 ：
82010000000925998，特声明
作废。

通讯员

缪北辰

更是翻番向上，而各种品牌教育机构、
医疗设施，丰富高端的生活娱乐设施，
如咖啡馆、西餐厅、电影院、购物中心
更是曾阶梯式增长——人们在这里工
作、受教、居住，
乐享生活。
而中建三局投资发展公司携手国
际著名建筑设计团队倾情造就的中
建· 咸宁之星，就将满足这一切。
由金融大厦、资本大厦、企业物业
大厦等基础配套设施组成金融港，将
拉动咸宁与武汉光谷之间的联系，助
力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跨越发展。

咸宁新的行政服务中心——咸宁市民
之家以及群众艺术馆也将成为咸宁全
新的城市地标。
这个拥有商业街和底商、高端商
务办公金融港、政府行政服务业、群众
文化艺术馆、国际双语幼儿园、高尚住
宅 6 大复合业态的城市发展黄金主
轴，日后必将成为咸宁最具升值空间
的一个区域。
中建三局也必将以““运营城市梦
想，建设美丽中国”的央企匠心，在咸
宁高新区续写新的传奇！

来自城市新客厅中建
中建·· 咸宁之星
咸宁之星的报道
公

告

因咸宁新世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依
法履行书苑小区业主办理不动产产权证时的
签章以及配合业主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的义
务，
导致书苑小区业主无法申请办理不动产权
证。为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书苑小区业
主委员会将依据咸宁新世天房地产有限公司

出具的相关授权委托书代为申请并进行签章。
现将该事项予以公告，公告期至 2018 年
10 月 25 日，若公告期满新世天公司仍未配合
业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
咸宁职业技术学
院书苑小区业主委员会将代为申请，
并配合业
主完成不动产登记！
特此公告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书苑小区业主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