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网民“阿里的魔法”咨
询，家里经常会有过期的酸奶，不能食
用，扔掉又觉得可惜，有没有什么好的
方法将这些酸奶利用起来？

【记者打听】在咸宁做了五年月嫂
的吴女士对此很有经验，她介绍了许
多酸奶的妙用，来合理利用过期酸奶
避免浪费。

皮沙发在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多
多少少会有一些污渍，如果想要有效
的清洁皮沙发，可以直接使用过期的
酸奶涂抹在沙发皮面上，反复擦拭，不
仅可以去除一些简单的污渍，还可以
让皮沙发看起来有光泽。

如果家里过期的酸奶比较多，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过期
的酸奶来清洁地板，可以让地板看
起来更光亮，而且还能有效防止地

板干裂。
同时，可以直接把过期的酸奶当

作花肥。但为了避免过期的酸奶发出
臭味，可以把它混合在土中或者直接
埋在土里较深的位置，这样操作以后，
就成了很好的植物肥料。

还可以将酸奶用作滋润头发的护
理液。在清洗完头发后，直接在发尾
部分抹上一些酸奶，酸奶抹在头发上
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将头发清洗干净，
这样就可以让过期的酸奶有效的滋润
头发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婉莹
整理）

过期酸奶如何利用？
【网民咨询】网民“湾湾”咨询，家里

买了新房，装修大计也提上了日程。想
咨询，新房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专业装
修公司负责人段先生分享了几点家装
注意事项。

油漆等涂料忌有“香味”。涂料对
人体健康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其主要
原因是涂料含有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重金属。购买涂料时应注意涂料
有没有沉降、结块等严重的明显分层
现象，或者闻闻有没有明显刺激的气
味，还可以用棍子轻轻搅动，看看涂料
在木棍上停留的时间够不够长，覆盖
是否均匀等等。

当前壁纸也是使用频繁的装饰材
料，但不恰当的使用也会影响居民的
健康。比如金色的壁纸易反射光，会
对眼睛造成很大的伤害;橙色等鲜艳

明亮的颜色会影响睡眠质量，卧室不
宜使用；但橙色有诱发食欲的效果，所
以可以用来装饰餐厅。

许多老房子都存在户型面积比较
小、功能分布与采光都不合理的现象，
在进行墙体改造的时候，首先需要改
动承重抗震的构件，如果要扩大室内
空间将承重墙拆除的话，那么将会使
墙体的承重和抗震能力减低，会产生
严重的安全问题。

在对房屋的地面、门窗、水电进行
改造的时候，一定要请专门的施工来进
行装修改造，因为这三项对房屋的质量
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对这三项进行改造
的时候，一定要对房屋进行检查，看下
是否有裂纹、起砂的现象，在做水电改
造前，建议可以做一下闭水测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
子 整理）

新房装修注意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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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次安排不合理
部门：已处理答疑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11月24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反映，1路公交车次安排不合理，期望能增
加班次。

该网民称，他于当日下午6:03在沃尔玛站等1路公
交车。一直等到6:22才过来一辆车，同时间段内2路、6
路.8路公交均过去多辆。“1路公交在下午6点左右时等
待时间均在10分钟以上，要不然就是两辆车前后一起到
站。这样的安排很不合理。”

11月29日，市枫丹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复，11月
24日，18:02有一辆1路车经过中百，下一趟一直到18:
22分才经过中百，他们根据发车计划以及行车轨迹查
明，情况属实。

当天那个时间点，咸宁北站发出的车子，只有一台
车晚点1分钟发车，其他车辆准点发车，但是到一号桥后只
有18:02经过中百的车子，是准点到达一号桥，准点发车。
后面四台车都是晚点到达一号桥，最多晚点18分钟。

这些车的发车间隔为5-6分钟一趟，由于从鱼水路
到阳光社区道路狭窄，随意掉头车辆多，以及中晚高峰
遇到学生放学或者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堵
车。当前车顺利通过，而后车没有过去的情况下，后车
装的乘客会越来越多，与前车距离会越来越大，造成后
车晚点的情况也就越多。

公积金账户信息怎样变更
部门：已详细答疑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因工作需要，自己换了新的手机号
码，而公积金账户的注册密码也随之忘记了，不知道该怎
么处理，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公积金中心工作人员回
复，为切实维护职工的信息安全，注册前需在业务系统中
预留绑定本人最新手机号码，确保个人手机号、身份证号
与业务系统匹配，业务系统中未绑定手机号或未及时变
更最新手机号码的，由单位经办人在网厅中录入、变更或
职工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服务网点申请录入、变更。

工作人员建议，职工可通过个人网上业务大厅、微
信、手机APP其中一个渠道注册账号，注册后，职工可在
任意渠道登录使用，无需重复注册。因12329服务热线
无法输入除数字外的符号类型，因此，注册密码必须为6
位数字类型，不能包含字母、符号。

看到有人为小区办实事，看到小区的
变化，居民们心中的郁结慢慢打开。

张勇介绍，每周的卫生大扫除活动
时，一些居民主动拿出扫把，加入到活动
中。大家再也不随地乱扔垃圾，有时候看
到一些垃圾没有入池，也会自觉将垃圾捡
进去。对于小区召开的各种会议，居民们
都会积极参与，踊跃献策。

国庆前夕，该小区党支部还特地举办
“迎国庆·庆中秋·扬清风”的猜灯谜活动，

当晚的文艺表演上有腰鼓表演、京剧表演
等十个节目。

小区居民围坐在一起一边赏月，一边
攀谈，一边欣赏文艺汇演，别有一番滋
味。现场气氛高涨，欢歌笑语，热火朝
天。小区党支部副书记朱忠桂在现场临
摹廉政书画“风清气正”，让居民觉得很新
鲜，围观的居民鼓掌叫好。有个10岁的
小朋友说：“朱爷爷写得真好，我要向朱爷
爷拜师学艺。”

这一次活动进一步引导了居民弘扬中
国的传统文化，增进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情感，增强党支部在居民心中的信任感，提
升了小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黄辉说，该小区党支部成立以来，小
区居民的素质大大提高，邻居之间的沟通
协调也有很大改善。这些改变让大家看
到小区党支部不务空名、脚踏实地为居民
做实事的真心。

如今小区环境大改变，邻里关系更和

谐。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之际，该小区党
支部和小区居民都表示，将尽己所能地出
一份力。

近日，网民“丝带”在咸宁日报网络平
台上发帖称，电子证照库平台确实很不
错。“办个护照，总共花了几分钟，没有用
掉一张纸，也不用跑上跑下，现在办证真
是很方便了。”

该网民表示，最近他因为要去国外出
差，所以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证件。
自动拍照机、自动填表机，5分钟不到，所有
手续办齐，这种快速体验让他很开心。

去年年底，市民叶坤民回乡创业，在
咸安承包了一块茶园。叶坤民说：“没想
到现在家乡办证这么方便，只用跑一次行
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用电脑操作，相关

信息很快就录入电脑，出证速度快，而且
还可以直接快递到公司里，真的很方便。”

窗口服务如何更便民？咸宁市政务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办事企
业和居民少跑路，今年以来，我市按照省、
市政府有关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工作的总体要求，
市政务办（市政府大数据中心）以建设电
子证照库平台为契机，针对目前企业和个
人办事过程中存在的办证办事难、奇葩证
明多、重复提交多、识别手段少、后台支撑
弱等一系列痛点难点问题，积极推进电子
证照库的建设和应用。

市政府大数据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该中心已完成了电子证照库搭建并
实现与省电子证照库对接。同时，为完善
全市证照目录，推进电子证照实际利用质
效，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支撑率，市政务办
联合市审改办印发了《关于做好咸宁市电
子证照库项目对接准备工作的通知》，将市
直各窗口单位及6个县（市、区）证照目录
报送情况纳入全市政务服务目标考核。

电子证照库平台是湖北省政务服务
网三大支撑平台之一，是“互联网+政务服
务”的基础工程，是“数据多跑路，市民少
跑腿”的有效保障。

据了解，下一步，市政府大数据中心
将广泛推进电子证照应用，加快落实"互
联网+政务服务"的各项举措，做到实时在
线办事日常化，识别企业和个人身份后全
程电子化处理业务流程，实现“不见面办
事是常态、上门办事是例外、数据跑腿是
常规、窗口办事做补充”，从而全面提升政
府管理和服务的水平，减少居民办事成
本，优化营商环境。

温泉第一街噪音扰民
部门：已处理解决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日报
网络平台上发贴称，温泉第一街噪音扰民，希望相关部门
及时管理。

该网民表示，他是居住在那附近的居民，早上8点开
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温泉第一街的商铺每天都用
促销喇叭声来进行宣传，不断发出噪音，噪音已严重影响
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严加管控。

3日，记者就此事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市城管执
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委非常重视网民所提出来的“第
一街噪音扰民”事件，该委已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迅速赶
往现场，调查处理此事。

经查，网民“红绿灯”所反映的温泉第一街商铺噪音
扰民事件，情况属实。该委执法人员立即联系了第一街
物业管理部门，对该物业管辖商铺进行挨家挨户劝导，宣
传噪声污染防治方面的管理规定，督促物业加强管理。
至此，温泉第一街内大多商铺喇叭关停、个别商户喇叭声
频较前期明显调低。

红色小区是如何建成的？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咸安区温泉街道办事处南昌路社
区佳华雅苑小区曾经是一个令人头疼
的脏乱差小区，而今成为了让人羡慕
的温馨家园。

佳华雅苑小区的变化是如何实现
的呢？11月30日，南昌路社区支部副
书记黄辉说，红色小区的创建起到了
关键作用。

当日，走进佳华雅苑小区，小区内环
境干净整洁，车辆停放整齐，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倡议书贴在公示栏……任谁都
想象不到这里曾脏乱差。

在小区健身的退休老人朱忠桂介绍，
佳华雅苑小区现有84户，常住户数60
户，空房34户，人口数188人，属无物业
管理小区。当时，小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

的问题：小区垃圾成堆；电梯停止使用；房
产证好几年未办理。

“你看那里，以前是一大堆的建筑垃
圾。”朱忠桂指着小区大门正对面的一处
空地称，建筑垃圾的高度甚至超过了小区
围墙，有些住在高层的居民懒得下楼丢垃
圾，就直接从楼上丢到楼下。因长期无人
清扫，小区环境一塌糊涂。

由于开发商遗留问题，小区居民虽将
房款都付清，但始终拿不到房产证，这让
居民们怨气很深。“在这里买房就是为了
方便孩子上学，房产证一直不办，孩子就
没办法在附近学校上学。”一位年轻的男
士说。

小区曾有一个临时物业，居民不
愿交物业费导致物业公司无法正常运

行，只得离开。离开后，新的问题出
现。今年 7月份，正是炎热酷暑，小区
电梯因质检不合格被停用。住在高层
的居民每天出行、回家要爬十几楼，怨
气更深。

黄辉每天都会接到该小区居民的
投诉，解决小区难题成了她最关注的事
情。

脏乱差小区惹民怒

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呢？黄
辉多次组织小区居民开会协调，居民态度
很不积极，即便是参会的居民，也是说“我
只参会，不发表意见”。

“挥发小区党员作用，或许能解决问
题。”在全市上下建设红色小区、红色物业
的热潮中，黄辉想到了这一办法。

经过摸底，黄辉发现，该小区人虽然
不多，但党员不少，总共有22名党员。7

月11日，小区党支部正式成立。同时，还
健全了楼栋组织，同步设置了楼栋党小
组，配齐配强了由党小组长、楼栋长、卫生
委员、治安委员、文体委员、物业房管员、
网格管理员和党员中心户“两长五员一
户”组成的楼栋服务小组。

党支部一成立，党支部副书记朱忠桂
就到质监部门协商，一周内将电梯开通。
居民们满心欢喜，满怀感激。

7月29日，小区党支部召开首次扩
大会议。社区党支部、小区党支部、业主
代表以“说实在话、做实在事”对小区管理
展开讨论，并作出详细分工：

首先，解决小区垃圾成堆、院内无人
打扫的问题。支委委员孙振民与业主代
表赵斌准备好打扫工具，当晚七点，支委
成员及业主代表集中把小区内外进行大
清除。

其次，小区党支部书记张勇等四人，
到房产局问清楚房产证办不下来的原因。

最后，支委委员孙振民负责去了解几
家物业公司，为后期选物业公司做准备。

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堆放几年的建
筑垃圾和满地的生活垃圾被清理干净。
房产证办不下来的原因也问清楚。张勇
向居民承诺，后期一定会跟进，解决房产
证问题。

小区党支部解难题

居民齐上阵促和谐

办证服务如何更便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报道：近期，一网民在网络问政
平台反映，咸安区温泉办事处二十二万伏路部分路面受
损严重，附近居民出行困难。

据该网民描述，该路段为二十二万伏路进肖桥公租
房路段，为附近居民主要的出行路段。该路段道路路面
坑坑洼洼，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修缮，晴天汽车经过灰尘满
天，雨天更是到处大小泥水潭，严重影响出行，尤其是老
人和孩子连走路出门都困难。

知悉该情况后，温泉办事处立即调查了相关情况。
据调查，二十二万伏路是温泉办事处肖桥村辖区内一条
交通出行的重要路段，出行车辆多、人流量非常大。在建
设肖桥公租房时，该段路面被重车碾压已严重损坏。随
着肖桥公租房的建成投入使用，又增加了800余户、
2000余人及一定车辆经二十二万伏路出行，继而大大超
出了二十二万伏路的交通承载力，致使二十二万伏路严
重破损，路面坑洼不平。

现温泉办事处已向相关部门递交了报告，请求相关
部门将二十二万伏路纳入道路维修及背街小巷治理项
目，如若立项通过，温泉办事处将配合有关部门尽快对二
十二万伏路进行修缮，让出行更便捷、更安全。

咸安一路段出行难
部门：已调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