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措并举加强安全防范多措并举加强安全防范相关回应

东港村农村公路被占道施工、占道经
营，该由谁来管？

当日，东港村支部书记聂昌华及时
对此事作出了回应。他表示，东港河沿
线正在进行高产田改造项目施工，砂
石、水泥等建筑材料、施工机械占用了
部分路面，将尽快督促施工方加强现场
安全管理，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
标志。

同时，该村将对辖区内占道施工、占道

经营进行检查，对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和影
响通行的占道现象进行督促整改，并对村
民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

“对于水库整险铺设涵道所挖断的路
面，要等待基础夯实后才能对路面进行恢
复硬化。”聂昌华说。

通城公安交警部门表示，村级公路
尚未列入交通巡逻范围，对于上述情况
近期并未获悉，已经派人前往现场进行

调查。
当天，通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九岭中

队、县公路局路政大队执法人员前往东港
村开展现场调查。

经调查，东港葡萄基地附近施工车辆
已经撤离，水泥、砂石等建筑材料部分被清
运，有的用塑料布覆盖，其他建筑垃圾已进
行清扫，路面恢复畅通。

“交警部门已责成施工方对沿途的施
工现场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对

临时占用路面施工的行为，要求专人负责
安全疏导。”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九岭中队中
队长李宏伟说，他们还督促村干部与葡萄
基地业主沟通，督促其及时整改，避免占道
经营现象再次发生。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农村道路
交通流量增加。春节将至，车流量将会急
剧增加，村级基层组织和相关职能部门应
加大对村民交通安全教育力度，防事故，保
畅通。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豆豆”咨
询，自己是一名美术生，需要使用大量
的宣纸画画。想咨询，有哪些保存宣
纸的好方法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文具店
负责人谭经理分享了几点保存宣纸的
小知识。

建议宣纸采用“三折式”的包装，
平放在架子上，或者是大箱子内，千万
不要竖放。单张的宣纸采用卷筒式插
在画筒里或者堆在橱柜里。

宣纸不用时，外面要用包装纸或
塑料袋包好。所放的位置不能受到阳
光的直接照射，以免宣纸变脆。宣纸
要注意防水、防火，远离油烟。最好不
要一边喝水抽烟，一边搬宣纸。

在放宣纸的地方，可以放点樟脑
丸、除虫菊等防虫剂，挥发之后可以达
到驱虫、防虫的目的。勿让樟脑丸等
直接碰到宣纸。

宣纸一次性不要购买太多，应该
用的时候再买，不然放久了，会出现磨
损或脱矾的现象。

存放宣纸的空间温度要控制在
14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
控制在50%到65%之间。天气晴朗的
日子，可以打开门窗、书橱，让宣纸吸
收的潮气自然散发，
防止宣纸长霉点。

（咸宁日报全媒
体 记 者 陈 希 子
整理）

如何存放宣纸？
【网民咨询】3日，网民“姗姗”问，元

旦前，她搬到新家了。元旦假期，她将
耗资近千元，但闲置了一年的烤箱搬出
来，准备烤点曲奇等甜点吃。烤箱运转
了两分钟，就出现滚滚浓烟，接着只听
到啪的一声，家里的漏电保护器跳闸
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记者打听】当日，市供电公司相关
负责人称，电器长期放置不使用，等到
再开的时候，极易发生故障。闲置电器
容易出现故障主要有下面几个因素：锈

蚀、积尘、电容性能下降。
怎么避免闲置电器

故障？第一，要定期使
用。对于不是经常使用
的电器，可以定期开启并

运转一段时间。电器工作时，不仅不容
易锈蚀，还能保持一定工作活力。

防尘、防潮不可少。把闲置电器放
置在干燥洁净的地方、为电器套上防尘
塑料袋、清除干净电器内的水、在电器
内部放干燥剂等等，都可以减少闲置电
器发生故障的几率。

使用前给电器洗洗。长期闲置的电
器会积累不少灰尘，可以在再次使用电
器前做清洁除尘，以增加家电运作效率
以及使用寿命，避免危险事故发生。

转给有需要的人。日常维护太麻
烦，长期放着不用又占地方，不如转给
有需要的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整
理）

怎样避免闲置家电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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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6日下午，根据群众“通
山县公安小区一带半夜无自来水可用”这一
投诉，记者来到通山县公安小区进行调查。

“每天晚上11点以后就没水了，这种
情况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特别是像我家
住得比较高的，有时候晚上10点就没水
了。”在该县公安小区门口，市民王女士说，
有一次，她白天忘了接点水存着，晚上给孩
子冲奶粉都没水，只能半夜跑父母家里拿
水。

在公安小区5栋楼下，记者碰到正在
倒垃圾的余先生。跟随余先生，记者来到
他家厨房，打开水龙头，只见筷子一般粗的
水缓慢流出。接着，记者来到卫生间，按下
马桶的冲水开关，只听见“嗡嗡嗡”的声音

持续了将近一分钟后消失。
余先生说，白天还算好的，马桶还有

水。到了晚上，根本就没有水，起来上个厕
所没水冲，早上一屋子的气味，特别不方
便。

为确定公安小区晚上11时后是否有
无水，当晚11时55分，记者再次来到余先
生家中，打开厨房水龙头开关，的确没有水
流出来，只听见“呲呲呲”的声音，过了一会
声音也消失了。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造成停水现象呢？
第二日上午，在通山供水营业大厅，经

理方彬彬对记者说：“我们并没有采取停水
措施，只是进行一定的降压，这样做是为了
确保春节期间居民用水不断。”

方彬彬表示，今年的雨水特别少，石门
塘水库的水不多了，假如不采取一定的措
施，春节期间，整个城区都将无水可用。

据介绍，过去通山城区居民用水主要
由凤凰山水厂提供，近年来，该县高速发
展，城区面积迅速扩大，居民用水需求迅速
提高，早已超过凤凰山水厂所能承受的极
限，只能启用桃树山水厂共同供水，以满足
居民用水需求。

桃树山水厂的水主要来自石门塘水
库，而石门塘水库的水量与降雨量息息相
关。由于今年天干、降雨较少，导致石门塘
水库存水较少，无法满足居民的用水需
求。通山县委、县政府得知后高度重视，迅
速采取措施，多次进行人工降雨，但效果不

佳，石门塘水库存水量仍然无法满足居民
用水需求。

“人工降雨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目
标，考虑到春节期间居民正常用水和目前
居民正常生活用水需求，我们采取了一定
的降压措施。”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去年11
月10日开始，每天5:00-9:00、11：00-1:
00、17:00-22:00期间会确保居民正常生
活用水，其他时间段进行一定的降压。

目前，该县仍在积极实施人工降雨、引
水工程等措施，来解决桃树山水厂存水量
不足问题。同时，也在加快对凤凰山水厂
的改造扩建，改造扩建完成后，凤凰山水厂
能够满足整个城区的用水需求，将彻底解
决居民用水问题。

通山公安小区为何无自来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通城县隽水镇东港村

乡村占道施工谁来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占道施工，随意挖毁，
任意堆放，没有安全保护措
施……随着年关将近，乡村
占道施工再次成为关注热
点。

近期，有网民在咸宁市网络问政平台
反映：通城县隽水镇东港村农村公路，经常
有人占道施工，把石子、水泥等建筑材料及
混凝土搅拌机放在马路上使用。

另外，由于当地老百姓交通安全意
识薄弱，经常把自家的东西摆放在马

路上。特别是附近的葡萄种植基地，
每到葡萄丰收季节，就在马路边摆摊进
行售卖。

该网民称，因为这些现象，每到上
下班、上下学高峰时期，就会出现交通
拥堵。这些行为不仅妨碍了当地村民

出行，还曾引发过多起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有人受重伤，赔偿问题至今未达成
和解。

还有网民称，东港水库进行整险加固，
在铺设涵管的过程中，把道路挖断近一个
月，至今仍没有恢复。天晴还可以勉强通

行，雨天就变成了一条泥巴路，给村民出行
带来诸多不便，接送学生的校车只好绕道
而行。

网民呼吁，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加
强管理，督促村委会履行职能，出台相关规
章制度，加强村级公路管理。

农村公路变成施工场地农村公路变成施工场地网民反映

2018年12月23日，记者来到通城县
隽水镇东港村4组，沿东港河走访发现，网
民所反映的现象属实，葡萄基地沿路堆放
着土方、砂石、水泥等建筑物料。

几位农民工正用铁锹往混凝土搅拌机
里添加砂石，一辆卡车正在卸载水泥，一辆
装满砂子的卡车停放在路边。

7米宽的路面被占去一半，过往车辆

须小心谨慎地与之“擦肩而过”。然而，在
这一施工路段，却未见设置任何安全、防护
设施和警示标志。

“葡萄园是村里的扶贫产业项目，正
在修水渠，十多天以前开始施工，估计就
这几天可以完工。”一名姓黎的师傅说。

“为了当地发展搞建设，有困难在所难
免，可以克服。”东港村8组一名万姓村民

骑摩托车路过时表示。
随后，记者沿河前往东港村委会，转弯

处“星星幼儿园”几个醒目的大字映入眼帘。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是一所村级幼

儿园，再往上是一座水库，走过水库就到村
委会。

在前往村委会的路上，一户村民家里
正在建房，建筑材料随意堆放，侵占了部分

道路。再往上，水库堤坝道路布满泥泞，过
往车辆碾压出来的车辙清晰可见。

星星幼儿园的张老师告诉记者，村里
为铺设水库涵管，请施工队把路挖断将近
一个月，至今未恢复。

“为了安全起见，幼儿园100多个孩子
乘坐校车要绕道而行，给孩子上下学造成很
大不便，希望尽快恢复这条路。”张老师说。

乡村占道施工亟待整治乡村占道施工亟待整治记者调查

城区一路段没有路灯
部门：计划今年增设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称，城区货场路没有路灯，希望相关
部门给予重视，增设路灯给居住在此的居民提供方便。

该网民表示，货场路一直以来没有路灯，生活在这
里的居民，晚上不敢出门，稍微晚点回家，完全就看不
到方向，这给附近居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他因工作
下乡时发现，现在即使是一般的乡村道路和新农村都
设有路灯，为什么在城区的货场路却没有安装路灯，希
望相关部门能加强咸宁文明城市硬件设施建设。

近日，记者就网民反映的该路灯事件，向相部门了
解情况。市城管执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关于网民反
映的货场路没有安装路灯的问题，该委高度重视，已就
此事向市路灯管理局去函。

市路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收到网民反映的
信息后，该局进行了走访调查，并已向领导汇报了此
事。

目前，市路灯管理服务中心已计划于2019年结合
实际情况在货场路增设路灯，为附近居民提供方便。

通江大道宝塔水厂段有坑槽
部门：天晴后将全面修补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市民郭先生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反映，通江大道有几处坑槽，车辆行驶很
危险。

郭先生称，嘉鱼方向宝塔水厂段中间车道有一个
大坑。此外，咸安方向距离徐家桥红绿灯一公里左右
中间车道有几处深坑，傍晚时分难以发现，车速70码
时易爆胎，急打方向易造成交通事故。这条路上，有很
多电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坑洞不平，危险重重。希望
交通部门能及时处理该安全隐患。

获悉此投诉后，咸安区交通局及时展开调查，并回
复：由于近期持续雨雪天气，该路段确实出现了少许坑
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由于雨雪天气沥青拌和站
未生产，养护中心及时用砂石混合料进行了修补，确保
行车安全，待沥青拌和站恢复生产后，养护中心将及时
用沥青混合料对此路段的坑槽进行全面修补。

通城一警员接线措辞不当
部门：已监督整改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通城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因家里附近有人放鞭炮，
自己拨打110电话，但是接线员措辞敷衍。

“《通城县公告》明确说明了，遇到燃放鞭炮时，请
及时向通城县公安局110或者禁鞭办举报……”该网
民反映，2018年11月份，邻居有一位老人去世，连续
几天开追悼会，时不时燃放鞭炮。该网民就向通城县
公安局110反映，结果110接警员不受理，说“这个我
们不受理，你自己打电话给派出所”。该网民认为，这
位接警员法治意识明显欠缺，教育培训不到位。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通城县公安局高度重视
并迅速核查，并将组织全体110接警人员认真学习公
安机关《110接出警规则》和县委县政府《禁鞭通告》；
加强接出警知识培训，严格按照110接警工作流程开
展接出警工作，把群众的报警求助落到实处，杜绝有警
不接，接警不出，出警不力，警情指挥调度不规范的行
为再次发生。

对该网民所反映的情况，当班接警员已就此过错
作出深刻检讨，并按照《指挥中心考勤考纪考绩办法》
扣除其相应补助。下一步，通城县公安局将加强接出
警回访工作，加强与报警人的沟通，对回访不满意的警
情，督促相关接出警单位做好整改工作，不断提升广大
群众对公安机关执法满意度。

人民广场有树被白蚁啃食
部门：已制定治理方案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市人民广场周边有些树被
白蚁啃食严重，影响整体美观。

该网民称，他家住人民广场边，每天晚上在人民广
场周边散步，感觉城市的环境越来越美，作为咸宁市民
感到很自豪。但他发现环湖路周边有些柳树被白蚁啃
食严重，有些喜树长势不好，影响整体美观。市人民广
场是城市形象的集中展示地，建议相关部门把这些树
换掉。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城管执法委高度重视，
立即赶往现场调查处理。经核实，反映的问题属实。
市城管执法委已于2018年12月12日组织专家会商，
针对树木老化、白蚁啃噬、树形不整等问题制定了分批
治理方案。为维护城市核心区的市容环境，提升市容
档次，将迅速开展双鹤路沿线行道树整治，更换老化树
种，并对树池箅子进行美化改造。计划春节之前可以
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