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网民“留下”说，冬
天是吃火锅的季节，在享受完美食
后，衣服上总会留下浓浓油烟味，好
多天都散不去。小件、单薄的衣服
可以直接清洗，但羽绒服、大衣之类
大件、厚重的衣物，清洗起来不太方
便。他想咨询祛除衣服油烟味的小
窍门。

【记者打听】15日，家住温泉花坛
社区的周大姐解答了该问题。她说，
大件衣服不会天天换天天洗，如何祛
除油烟味，她有小妙招。

在喷壶中倒入清水，挤上一二滴
柠檬汁或柠檬精油，摇匀后喷洒在有
油烟味的衣服外部。全部喷上一层
水后，将衣服挂在通风的地方自然风

干，味就没有了。注意不要在清水中
加入任何有漂白成分的洗涤剂，否则
会使衣服褪色。

在洗澡时或浴室放完热水后，将
有油烟味的衣服挂在里面，利用热蒸
汽去油烟味，一个晚上衣服上的味道
就没有了。

可以熨烫的衣服，可以在蒸汽
熨斗或蒸汽挂烫机的水里滴入几
滴日用香水。熨好后的衣服挂在
通风处，油烟味很快就会散去。值
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香水直接喷在
衣服上，这样做不仅不能覆盖住油
烟味，还会使味道混
杂在一起十分难闻。

（咸宁日报全媒体
记者 朱亚平 整理）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自己是盆栽发烧友，家里有绿植装
扮，也显得生机勃勃。可是买回来的盆
栽总是打理得没精神，想咨询，怎样才
能正确护理盆栽？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花鸟市场
经营者宋女士分享了几点护理盆栽的
小技巧。

购买盆栽时，需要对其基本的信息
有一定的了解。方便判断花草的长势
是否正常。以免不良商家以假乱真、以
次充好。

新买回来的盆栽
由于环境、温度等方面
的变化。需要一段过
渡期来适应新的环

境。如果此时换盆换土，会导致盆栽生
长停滞，只需将盆栽放置在通风良好的
地方静养，平时该浇水就浇水，或者偶
尔给叶面喷洒点水即可。

经过一段时间(根据盆栽的实际情
况而定)，就可以根据植物的习性进行
养护。喜阳植物即可放在通风良好的
地方，多让它享受太阳光的照射。喜阴
植物则需要继续放在散射光通风处静
养即可。

在梅雨跟高温季节细菌滋生迅速、
发病率高的季节，需要对盆栽进行药物
防治。可用药物溶液喷洒两到三次，也
可以用草木灰泡水取上层清澈的水直接
喷洒。既可防病毒虫害，也可当肥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祛衣服上的油烟味 如何护理盆栽

电动摩托车需要考驾照

近日，网络上出现这样

一个信息：今年4月15日起，

所有违规电动车都不得上路，

超标的电动车将按照电动摩

托车处理，车主必须去驾校考

驾照，车子必须上牌照。否则

就会受到相应处罚。

电动车是否需要驾照？

我市将如何规范电动车管

理？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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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温泉城区幸福路的居民刘
先生从市中心医院拿回了一家人的体检
报告。看着体检报告单，他很疑惑：“年龄
不一样，大家检查的项目都不一样，这是
为什么？这些项目都是有必要吗？”

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身体健康检查因年龄阶段不一
样，侧重的检查项目就会有所不同。

20岁，是人身体各项功能包括抵抗
力最佳的时候。到了这个年龄段，人体
小时候注射的很多抗体很可能已经低
于正常防御水平。而20多岁的年轻人
刚走上社会，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肝炎、消化道感染的几率就增加。
所以20多岁的年轻人正常体检一般建
议查一下传染病。项目：肝功五项、血

常规、胸部x光等。
30岁，现在人相比从前普遍“吃得

多、动得少”，加上忙于事业，应酬多，压
力大，糖尿病的发病年龄普遍提前。所
以30岁人正常体检一般建议查一下血
糖。项目：餐后血糖、糖耐量试验、糖化
血红蛋白。

40岁，心脏和血管都会明显老化，
弹性大不如以前，特别是对有心血管病
家族史的人来说，定期检查很有必要。
建议该年龄段人群每年定期检查心血
管健康，记好血脂、血压等指标。所以
40岁中年人正常体检一般建议查一下
心脏。项目：心电图、血脂、血压、心脏
检查、心血管检查。

50岁，女性一般刚刚绝经，体内雌

激素水平降低，钙流失增加，因此患骨
质疏松的女性要远远多于男性。50岁
的人，如果出现浑身疼痛、易骨折等症
状，就该考虑可能患有骨质疏松症
了。所以正常体检一般建议查一下骨
和肠。项目：骨密度检查、大便常规、
肠镜、胃镜。

60岁，是老年生活的开始，这个年
龄段的老人，应该开展全面体检。除了
心脑血管、糖尿病、恶性肿瘤、肾损害、
甲状腺慢性疾病等大病的检查，老年人
还应该注意听力和眼底病变的预防。
所以60岁老人正常体检一般建议查一
下听力、查眼底。查眼底，能及早发现
老年性白内障、原发性青光眼，还可以
反映脑动脉是否硬化。

体检最该查什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问健康

根据《咸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
法》，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有驾驶电动自
行车不按交通信号规定通行，驾驶电动
自行车违反规定载人载物，擅自改变电
动自行车结构、主要技术参数和性能，
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之间穿行等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
告或者50元罚款。

“给电动自行车上牌有利于规范管
理。没列入目录的电动自行车不要买，买
了也上不了牌，没有牌不得上路行驶。”虞

清华表示，新国标实施后，我市将按照新
国标给合规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

新国标将于今年4月15日起正式
实施。2018年5月15日至2019年4月
14日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鼓励生产
企业按照新国标组织生产，鼓励销售企
业销售符合新国标的产品，鼓励消费者
购买符合新国标的产品。新国标正式
实施后，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不得生产、
销售、进口。

《咸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规

定，生产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国家强制
标准。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安全
技术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鼓励电动自
行车生产者和销售者采取以旧换新等
方式回收废旧电动自行车。

近日，市工商局关于不得销售《咸
宁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目录公告》以
外的电动自行车的公告发布。公告要
求，不在公告内的品牌、规格电动自行
车不得销售，擅自销售《目录公告》以外
电动自行车的，市工商局将依法查处。

电动车新规有哪些变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见习记者 刘念

当日，市交警支队二大队车管分所
所长虞清华介绍，电动车有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两种类型。机动车包括电动摩
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非机动车包括
电动自行车和其他。

按照现行国标，电动摩托车和电
动轻便摩托车需要驾驶证和牌照。
电动自行车无需驾照和牌照。电动
自行车最高车速每小时不大于 20千
米，整车质量（含电池）不大于 40 千
克。

但近些年来，不少电动自行车产品
逐渐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越来越

快，部分指标超出了现行标准的规定，
被称为超标电动车。

据工信部调查，实际使用中，部分
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超过每小时40千
米，重量超过70千克，超标车比例接近
七成。这些产品性能上接近或达到电
动轻便摩托车，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机动
车的监管，因而引发了大量的交通安全
事故。

“我市60%以上交通事故与电动车
有关。”虞清华说，去年5月17日，全国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以下简称
新国标）出台，将于2019年4月15日起

实施，届时交通隐患会大大减少。
新国标全面提升了电动自行车的

安全性能，增加了防篡改、防火性能、阻
燃性能、充电器保护等技术指标，调整
完善了车速限值、整车质量、脚踏骑行
能力等技术指标。

虞清华表示，新国标将电动自行车
最高车速由每小时20千米调整为25千
米，含电池在内的整车质量由40千克调
整为55千克，电机功率由240瓦调整为
400瓦，不需驾驶证。值得一提的是，新
国标强调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脚踏骑
行功能。

据了解，超标电动车主要存在以下
六方面隐患：一是速度快，有的车辆速
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公里。速度越快，
危险系数越高；

二是刹车不灵，很多电动车甚至没
有前刹，遇到紧急情况车辆无法及时停
下；

三是载人载货，很多电动车成为运
货、载客的主要交通工具；

四是交通违法普遍，电动车闯红
灯、逆行、行驶机动车道非常普遍；

五是电动车驾驶员因为车辆无牌，
肇事逃逸行为较多；

六是车辆无保险，若电动车驾驶员经

济欠佳，交通事故受害人很难得到赔偿。
虞清华称，为了防止电动自行车的

“任性”交通行为，我市电动自行车已纳
入非机动车管理，但在出现交通事故的
情况下，超标电动车要进行检测，如果
关键技术指标达到机动车标准，将按照
机动车处理。

“超标电动车要逐步淘汰掉。”虞清
华介绍，2018年7月25日，市人民政府
出台《咸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8
月20日正式施行。《咸宁市电动自行车
管理办法》对正在使用的电动自行车进
行了规范，要求电动自行车上牌才能上
路行驶，并且对不符合现行规定的电动

自行车设置了“三年过渡期”。
《咸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规

定，本办法实施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
车辆所有人应当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3
个月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
登记上牌；不登记的，不得上路行驶。
其中未纳入登记上牌合格目录的电动
自行车，其登记和通行管理适用本办法
的有关规定，设立三年过渡期，实行临
时号牌管理，过渡期满后，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不再核发临时号牌。

“超标电动车上牌业务已于去年11
月20日截止，今后不再办理。”虞清华表
示。

超标电动车将逐步淘汰

规定外的电动车不要买

天慧小区居民质疑物业乱收费
部门：经业主委员会同意即合法

本报讯 见习记者焦姣报道：近日，有市民致电
本报称，小区物业已经收了物业费，但自小区车辆自
动识别升降杆安装后，每年又要交300元费用。

该市民反映，他家住在温泉岔路口附近的天慧小
区，物业在小区门口架设车辆自动识别升降杆，要求
有机动车辆的业主每台车每年交停车管理费300元。
在增设车辆自动识别升降杆之前，只看到物业张贴了
一份纸质通知。

15日，天慧小区物业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加
收车辆自动识别升降杆管理费确有其事，费用为每台
车每年300元。目前已登记车辆信息60台。

增设车辆自动识别升降杆，是因为小区车库车位
经常被外来车辆占据，而小区居民却经常找不到停车
位。基于此，受业主委员会的委托，物业公司代为在
小区门口架设车辆自动识别升降杆。

而增收的所有费用，都是用于车辆自动识别系统
的购买安装与日常管理维护，并无额外多收费用。

对此，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是由业主
委员会提出并委托给物业公司代为增设，那么物业公
司的收费行为是合规合法的。如果是物业公司自行
增设车辆自动识别升降系统并加增管理费，没有经过
业主委员会的授权委托，这样的行为是违规违法的，
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温泉一网民在
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在温泉第一街某
餐饮店上班，却被拖欠工资，一直没有妥善解决，希望
相关部门能帮忙处理。

“马上要过年了，可是老板欠我1.23万元工资，一
直拖着不肯给。”该网民表示，曾经多次找对方讨要工
资，但老板一直拒绝支付。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人社局立即安排劳动
监察员联系当事人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经了解，
该网民已于2018年9月在市人社局投诉，该局工作人
员经与当事人协调，双方达成支付协议，执法程序因
双方达成协议中止。

因该餐饮店负责人在协议到期后仍未支付欠款，
市人社局已于2018年 12月底重新启动执法程序，
2019年1月15日，市人社局已向该餐饮店负责人下达
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下一步市人社局
将继续按照法律规定做好案件处理，并对该餐饮店拖
欠员工工资一事进行跟踪监管，督促店面负责人支付
劳动者工资，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温泉一餐饮店恶意拖欠薪水
部门：正在监管督促

通城一单位职工产假不到位
部门：属个人自愿行为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反映，通城县人民医院职工产假得不到保障。

该网民称，目前，该医院职工不管是剖腹产还是顺
产，产假都是90天，与国家规定的128天和143天相
差甚远，更有部分职工哺乳期被安排上夜班。

10日，该县卫计局组织专人调查核实，并对此回
复：通城县人民医院现有职工832人，其中女职工563
人。育龄期妇女占职工的比例为77%，2018年医院
共生育73人次，平均每天有40人休假（产、病），有的
从怀孕保胎到产假达一年之久。

县医院目前工作量大，每天门诊人次1300人，住
院人次950人以上，医疗护理工作量特别大，所以县
医院产假建议休3个月，有的职工只休1-2个月产
假，这是个人自愿行为。

据调查，该医院全体职工五险买到位，生育险全覆
盖，如休假少，则补偿的待遇高。极少数哺乳期职工上
夜班都是自愿，医院没有强制行为。针对目前职工紧
缺的情况，县医院已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疗护理队伍，减
轻职工工作量，逐步完善休假制度。

崇阳一道路水管修补后未填埋
部门：已恢复正常通行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网
络平台上发帖称，崇阳县白霓镇武长街423号至425
号之间自来水管破裂，自来水公司人员将地面挖开补
好水管后，未将挖坏的水泥地面修补好。

近日，针对这一情况，白霓镇迅速联系镇自来水
厂，派专人对武长街423号至425号地段自来水管及
路面修复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

经调查，白霓镇武长街并无423号至425号，而武
长街自来水管修复确有其事，经调查，因主管破裂，自
来水厂需对武长街地段进行维修，在进行修复前已与
周围群众沟通好才进行开工。

在修复水管后也进行了填埋，但因当时是雨天不
适宜对路面进行硬化，且该地段正在进行污水管网铺
设，自来水公司为节省施工成本，故等污水管网铺设完
成后一并对该段路面进行了修复。目前，该路段路面
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