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网民“心心”咨询，近
日，她在收拾储物间时发现，有半箱纯
牛奶因忘记喝过期了。她觉得丢掉太
可惜了，想咨询下过期牛奶还有没有
其他用处。

【记者打听】1月26日，家住温泉
航天花园小区的家庭主妇隋玲称，过
期牛奶千万别扔掉，用得好就能变废
为宝。

隋玲介绍，过期牛奶可擦拭皮鞋。
用毛巾蘸取牛奶，然后均匀涂抹在鞋面
上，干了以后再用干布擦拭，鞋面就可
以光亮如新，还能防止鞋面干裂。

护肤。把牛奶倒入温水里稀释一
下，牛奶中蕴含丰富的营养，有美白护
肤的功效，过期的牛奶会产生乳酸，乳
酸可以软化角质保湿，更有利于保养

皮肤，还可以用过期的牛奶沐浴，使皮
肤光滑白嫩。

浇花。如果过期牛奶已经有明显
的酸腐味，就可以用它来浇花，但注意
牛奶不能太多，一个月浇两次足以。

擦洗皮质沙发。皮质沙发清洁起
来特别麻烦，用一些洗洁精会破坏沙
发的质量，用牛奶擦拭起来特别方便，
还可以增加沙发真皮表面的光泽，修
复一些裂缝。

总之，过期的牛奶是个宝，千万别
扔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整理）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怎样才能正确选购油烟机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厨卫商场经
营者王经理分享了选购油烟机的小技巧。

现在市场上油烟机大致分为近吸
式、欧式、中式三大类型。近吸式油烟
机有着非常优秀的吸油除烟功能;中式
油烟机更加适合经常需要烹饪菜肴的
中国家庭，但外观一般较笨重；欧式油
烟机造型一般较时尚。

建议居民购买油烟机时，注意查看
一下风轮直径的长度、整体的大小尺寸
以及功效。风轮是油烟机的核心组件
之一，它的尺寸、款式、布置位置等都能
够对吸烟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劣质的
风轮产品不仅无法达到很好的抽烟功
能，还会制造出非常大的噪音。所以风

轮的选购尤其关键。
电机也是油烟机的核心部件，现在

市场上以滚珠承轴电机居多，不同的功
率对应的净烟效果也不同。建议居民
尽量选购功率稍大一些的比较好的电
机，因为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净烟效
果。

油烟机整天接触的是油腻的油烟，
极易被油烟污染。居民在选购时要注
意吸油烟机的自身清洁设计。涡轮增
压油烟机大多配备的是网状隔离，集高
效滤油、导油、油烟分离于一体，呈“梭”
形结构，滤油孔大小适中、鳞次栉比，有
助于提高油脂分离度等，因此拆卸清洗
都很方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过期牛奶有何用？ 如何挑选油烟机？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增加

新闻追问
问民生

4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马丽

电话：0715－8128771咸宁网事2019年2月1日 星期五

E-mail:106098316＠qq.com

问交通

拟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多举措推进智慧居家养老

近期，有热心网民反映，位于通城县马
港镇踏水村洞塅钟家的石材厂于2014年
开采至今，从未进行污水处理，致当地河流
常年污水长流，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另外，村民当年集资铺设的道路也被
运输石材车辆严重损坏，导致村民出行严
重不便。

1月16日，记者来到通城县马港镇踏
水村，沿路走访发现，多处路面损坏严重，
导致坑洼不平，加上持续阴雨天气，路上布
满泥泞。

在该村3组，离原有村级公路不远处，
记者看到，新修的道路已经基本建成，拓宽
路段也已铺好石料，有待进一步硬化。

“这条路修了将近一年，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出行很不方便。”村民杨大保

说。
据踏水村支部书记胡兴吾介绍，该村

村级道路于2009年完成硬化，年久失修，
加上石材厂运输车辆往来频繁，造成路面
损坏在所难免。

“为了弥补石材运输车辆对村级道路
造成的损失，石材厂决定出资对村级道路
进行改造拓宽。”胡兴吾说，由于部分村级
道路离村民房屋太近，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因此在该村大源至张家垅路段和杨家门口
有两处改道。

“目前道路改造拓宽工程已经完成基
础施工，只待天晴加紧施工，短期可恢复正
常通行。”胡兴吾说。

“我们计划投入180万元，对踏水村村
级道路进行改造拓宽，在原来3.5米的基

础上拓宽至5米，并对损毁路面进行修复，
计划在2019年5月31日前完工。”该村鼎
隆石材厂项目负责人向育山说。

网民所反映的石材厂污染河水，严重
破坏生态环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记者沿路前往网民所反映的洞塅钟家
石材厂，途经一处自然河流，清浅的河水漫
过河床，尚可看见泥沙。

到达石材厂，远远就能看见山坡堆满
开采的碎石，山体植被已然遭到破坏。路
边码放着大量石材，正准备往外运输。

“石材厂已经停产两个月，石材加工过
程中产生的废水都是经过沉淀后再排放，
对河水没有污染。”向育山说。

对此，马港镇政府通过书面回复，鼎隆
石材厂自2014年开采至今，经济效益不景

气，一直都没有深加工，污染不大。
该回复称，网民举报不实，当地河流常

年污水不断、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真实原因
是上游有3个村在搞基础建设（河堤护砌、
低丘缓坡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所造成。

通城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他们近期也接到过同样的投诉，并
于1月8日成立专班前往实地调查。

经调查，位于踏水村钟家的鼎隆石材
厂具备合法开采权和经营执照，由于目前
处于停产状态，尚未发现污染河水，严重破
坏生态环境的情况。

“经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矿山脚下修
筑了堤坝，以防止发生山体滑坡，避免造成
水土流失。我们还将不定期地前往石材厂
开展环境监督检查。”该名负责人说。

通城县马港镇踏水村

村级道路何时修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智慧居家养老如何实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见习记者 刘念

随着人口高龄化、失能

化、空巢化，老年人群对于养

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如何

让老人享受到更加便捷无障

碍的晚年生活呢？

近日，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我市在深入调研和学

习借鉴外地先进做法的基础

上，正加快推进智慧居家养老

新模式，补齐居家养老服务供

给短板。

截至2017年底，我市常住人口252
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44万人，占
总人口数的17.46%，80岁及以上高龄
老年人达4.57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约
10.38%，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7.87万，
占老年人总数的17.88%。

该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9073”养
老模式中，90%以上的老人采取居家方
式养老，7%的老人需要社区辅助提供养
老服务，3%的老人进入机构养老。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最

重要面最广。
目前，我市仅咸安区、赤壁市在

部分城市社区，采取购买家政服务
方式，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但服务内
容不多、服务方式传统，居家养老服
务市场、服务企业都亟待培育和发
展。

随着老人对助餐、助洁、助行、助
浴、助医、助购等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逐
步增加，让老人享受到更加便捷无障碍
的晚年生活迫在眉睫。

2014年财政部等四部门下发《关于
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
2018年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全面
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快推进“互联网+
养老”服务发展。

近来，我市民政局初步形成《咸宁
市推进智慧居家养老工作实施方案
（送审稿）》（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加快推进智慧居家养老新模式落地实
施。

智能居家养老是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从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入手，将社
区和社会上各类为老服务资源整合起
来，与居家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有效匹
配，让老人在社区和家中即可享受到健
康医疗、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的
一种养老新模式。

我市将坚持“政府支持、社会参与、
市场配置、服务创新”的思路，通过建立
12349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促进线
上线下服务对接，延伸养老服务半径，
形成智慧居家养老新模式。

新模式主要围绕“六助一护”，即助餐、
助洁、助行、助浴、助医、助购及远程照护，能
有效应答、开展服务，让更多老年人受益。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19
年，我市将在市区建立12349居家养老
服务信息平台，在赤壁市建立分平台，
在试点城区建设部分社区福射式服务
网点，并签约若干个线下服务实体。到
2021年，在其他县市逐步建立全方位覆
盖，全过程监管、全天候响应的居家养
老服务网络。

12349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将签

约引进优质的餐饮、家政、金融、通信、
商场等单位作为服务商。与周边各大
医院、社区卫生机构等签约开展120急
救、健康体检、疾病预防、就医咨询，上
门巡诊等医疗服务。

同时，鼓励支持12349居家养老服
务信息平台推广使用老年人智能穿戴和
家庭远程看护设备，重点针对经济困难
的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老龄群体，
采取养老服务补贴、政府购买信息化服
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生命体征监测、
电子围栏、紧急求助等远程照护服务。

如何更好地推进智慧居家养老？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称，各地要整合
现有居家养老服务各项补贴资金和
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
补贴资金，集中统筹用于智能居家养
老服务。

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的标
准，为重点对象购买线上线下服务，
其中购买线下生活照料类养老服务
比例不低于90%；购买线上定制紧急
救援、电话关爱、信息咨询、需求受
理、服务回访等信息化服务比例不高
于10%。

各地为12349居家养老服务信息
平台提供场地、设施等方面支持，社会
力量投资建成的市、县级12349居家养
老服务信息平台和社区辐射式服务网
点，对其室内装修、设备购置等，分别给
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和10万元的一次
性建设补贴。

市、县财政部门每年安排资金对
市、县12349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运
营维护进行补助，通过公益创投、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培育扶持平台。社区
辐射式服务网点，可对照社区居家养老
中心享受《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业培养大健康产业的实施
意见》中规定“分别给予运营补贴和一
次性建设补贴”的扶持政策；同时比照
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在用水、用电、用气
方面享受居民价。

各地要培育发展一批为老服务社
会组织，在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中建立社
会工作者人才引进机制。依托专业医
疗机构、养老机构、培训机构等，借助互
联网技术，采取远程授课、现场指导等
方式，为居家养老从业人员或者照顾老
人的家庭成员提供居家护理培训，提高
其专业照护能力。

南站地下停车场拒停车辆
部门：可以停放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1月17日，网民“王”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反映，城铁南站地下停车场拒绝社会
车辆停放。

该网民称，1月16日上午8点多，他送家人到城铁
南站乘车，因有小孩需要送，在地面停车位停满的情况
下，就想把车开到地下停车场停放。一进入停车场就被
保安拦截，说那里是政府部门租用的停车场，只允许公
车停放，禁止社会车辆停放。保安的态度很不友善，说

“不让停就是不让停，随便你去哪里投诉”。
1月24日，市城发集团经核实后回复，2016年全

市党政机关公车改革后，城铁南站地下广场由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用于存放公车改革后的闲置车辆，2017年
引入汽车服务个体商，剩余车位用于停放社会车辆。
因城铁南站地上广场可基本满足临时停车需求，因此
地下停车场基本无社会车辆出入和停放。由于南站物
业公司管理岗调整，未能及时指导，保安误以为停车场
不能停放社会车辆，从而导致此次事件发生。

目前，市城发集团已协调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其
聘请的物业公司保安人员的态度进行批评教育，并要
求加强对保安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以避免此类事
件再次发生。

新市疾控中心搭车不便
部门：尽力完善周边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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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疾控中心新办公地点远，
办事不方便。

该网民称，市疾控中心搬迁到新物价局甘鲁村附
近，办事搭车着实不方便。像他一样从事餐饮行业的，
每年都要更换健康证。工作日空档时间有限，但新的疾
控中心比较远，要坐温泉到横沟的农村班车才能到。

对该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卫计委回复：预防接种是
按照区域划分来管理，市疾控中心接种门诊区域由咸
安区统一划分，搬迁后接种服务范围将做相应调整，可
以就近在温泉社区服务中心免疫接种门诊接种。

关于办理健康证的问题，由于疾控中心实验室已搬
迁新区，血样、大小便样本不适合远程运输，只能在新区
采样进行。市卫计委会积极向政府反映相关情况，努力
完善新疾控中心周边公共设施，以方便群众。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咸宁论坛）上发帖咨询，外地人在咸宁买房需要符合
哪些条件？

该网民表示，2018年，他通过公开招聘从重庆来
到咸宁，近来准备使用公积金贷款在咸宁买房。到窗
口处咨询得知，外地户口不能用本地缴纳的公积金买
房，必须将户口转至本地户口才可以。

近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咸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文件规定，缴存职
工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需要具备以下条件：连续正
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六个月以上；借款人（共同借款人）个
人征信无不良记录；能提供二年以内合法有效的购买自
住住房的一手房为房管部门已备案的购房合同及首付款
发票，二手房为房管部门备案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及完契
税凭证；有合法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有合法、足额的担保。以上条件均符合，而且也有相关
的凭证，外地人便不用转户口也能使用公积金买房。

外地户口如何本地买房
部门:需符合相关政策

市民咨询生育津贴标准
部门：按相关政策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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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职工生育津贴补助标
准和产妇报销费用是怎样的？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对此回复：根据《咸宁市职工
生育保险实施办法》（咸政规〔2017〕2号）第十三条规
定：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及国
家、省、市规定的其他费用。年最高支付限额：流产
300元，顺产3000元，剖腹产5000元。计划生育医疗
费用包括因计划生育实施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皮
下埋植（取出）术、绝育及复通手术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及妇检费用，年最高支付限额为500元。

根据《咸宁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咸政规
〔2017〕2号）第十四条规定：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
的妇女，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30天。
女职工生育或流产（引）产，在符合规定的生育或终止
妊娠的产假、休假时间内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
照用人单位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天再
乘以应享受产假天数计算。现单位若无法确定上年
度平均工资的，按本人享受待遇前6个月用人单位在
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

根据《咸宁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咸政规﹝
2017﹞2号）第十五条规定：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男
职工，其配偶符合国家政策生育的，在配偶产假期间可
享受15天护理假和护理假津贴，护理假日津贴标准按
其配偶生育的上一个月用人单位平均日工资计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