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旧住宅何时能增设电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见习记者 刘念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 近日，网民“小叶子”
咨询，她结婚时，置办了一些金银首
饰。她听说，不好好养护，金银首饰会
氧化，磨损大。想咨询如何养护家中的
金银首饰。

【记者打听】 近日，在温泉花坛附
近一家金银首饰店工作的周姐解答了
该问题。周姐介绍，金银首饰的养护非
常有讲究。

运动流汗时不能佩戴。汗水是酸
性的，会损害金银首饰，长期让它们接
触汗水，会影响它们的色泽和光泽。也
不能让金银首饰接触腐蚀性化学品，
如：漂白水、香蕉水、硫酸等。

金银首饰不能撞击或重压，金银首
饰都是特别软的，经不起压力太大的碰
撞，重压会导致它们变形。

洗澡、做家务时应把金银首饰取下
来。做家务或者洗澡时，难免会接触一
些清洁用品，而这些清洁用品大部分都
会损坏金银首饰，长期下去金银首饰的
光泽度和外形都会毁掉。

金银首饰在不佩戴时要存放在专
用盒子里，不能混着一起放。混放在一
起会导致它们互相摩擦损坏，影响光泽
度和外形。

定时清洁金银首饰，并要用专用的
清洁剂。经常佩戴金银首饰难免会有
弄脏的时候，这时不要随意用清洁剂清
洗，如果没有专用的清洁剂，也可以用
婴儿沐浴露代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如何养护金银首饰
【网民咨询】 近日，网民“小颜”

想咨询，怎样才能正确选购床垫呢？

【记者打听】 近日，咸安某家具
商场负责人王女士分享了选购床垫的
小技巧。

棕榈床垫由棕榈纤维编制而成，
一般质地较硬，或硬中稍带软。该床
垫价格相对较低。使用时有天然棕榈
气味，耐用程度差，易塌陷变形，承托
性能差，保养不好易虫蛀或发霉等。

乳胶床垫分为合成乳胶和天然乳
胶。合成乳胶来源于石油，弹性和透
气不足；天然乳胶来源于橡胶树，更加
亲近自然，柔软舒适，透气良好，且乳
胶中的橡树蛋白能抑制病菌及过敏原
潜伏，但成本很高。

弹簧床垫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抗
冲击性，其软硬度以及对人体的支撑

力度都比较合理。但连锁弹簧排列的
弹簧床可能会导致颈椎和腰椎肌肉处
在紧张状态中，出现颈肩僵硬和腰部
酸痛。

理想的床垫应该是由柔软的上、
下层和结实、牢固而富有弹性的中间
层组成。一方面，中间层可以给身体
以必需的支撑；另一方面，当它受到由
体重产生的压力又可以传递给柔软的
下层，从而托起身体，而不致发生脊柱
畸形。

选购床垫时，可以观察床垫外观
是否厚薄均匀、表面是否平整、线痕是
否匀称美观，同时还要看床垫有无合
格证。可以用手试压床垫，再均匀试
压床垫表面，填充物分布均匀，反弹力
平衡的床垫质量较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
子 整理）

如何选购床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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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住宅加装电梯遭遇的难题该如
何解决呢？

高又玲建议，明确加装原则。将业
主自愿作为基本原则，可参考武汉等地

“双重多数决定”，无需业主一致同意。
另外，将老旧小区旧房改造与增设电梯
（有条件）的同步，避免了重复施工的扰
民和经济上的浪费。除严守法律法规
外，充分考虑老旧小区红线范围、用地等
硬性约束，同时鉴于咸宁各地发展不均
衡，建议选取咸宁城区试点。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市政府相关
部门要对城区老旧住宅开展实地调查，
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要针对物业管
理条件成熟和居民增设电梯认可度高
的老旧小区先行增设电梯，以起到示范

带头作用，推动工作开展。
建立协调机制。要发挥街道(居委

会)和原开发单位、房改房原单位、物业
公司等基层组织的协调作用，做好矛盾
纠纷调解和办理报建手续等协调工作，
把惠民好事做好。

制定安全技术规范。规定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应当采用钢结构电梯井道，
并确保与原主体结构的可靠连接，同时
应当满足建筑结构安全、消防间距及安
全疏散 、防盗安全等要求。

优化行政审批。增设电梯涉及到
多个部门，逐一审批繁琐复杂，建议明
确优化行政审批，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积极推动，简化
手续，制定出台相关经办流程，采取“一

个窗口”受理，“一条龙”服务。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按照“业主

分摊、政府减免、企业优惠”的原则筹
集，根据所在楼层等因素，由房地产
所有权人按照一定的分摊比例共同
出资。允许房地产所有权人申请提
取住房公积金和维修资金用于支付
安装费用。没有住房公积金的老人，
允许用其子女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划
转支付。市财政可参照省内其他地
方，给予财政补贴。

强化电梯维护运营。采取多种方
式，强化电梯运行、维护、管理等。探讨
市场化运营模式，鼓励企业积极参与，
组建住宅电梯运营公司，经营住宅小区
的电梯营运。

“上不来也下不去”

“望楼却步”，是不少居住

在老旧住宅的老年人生

活的真实写照。为此，为

老旧住宅加装电梯的呼

声越来越高，成为一大民

生热点。

今年我市两会期间，

也有政协委员提议为老

旧住宅增设电梯。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城区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称，自己有公积金账户，近期欲买房，想咨
询如何申请公积金还房贷，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答疑惑。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
工作人员回复，根据《咸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规
定，凡在咸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
积金达6个月以上的职工，在购买自住住房时可申请公积
金贷款。

借款人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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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的有关证明材料及首付款增值税发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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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民咨询公积金相关事宜
部门：具备相关条件即可

家住咸安区银泉社区鄂棉小区的
王火珍，今年80岁。老人家肥胖，患
有高血压。此前与儿子一家住在 5
楼，由于上下楼不方便，现住在楼下杂
物间。

2月15日，老人家的儿子说，如果
住宅有电梯，他母亲就不用住在杂物间
了。他们照顾起来也更方便。

南大街无人管理老旧小区有 25
处，都为八十年代建的红砖房，多处房
屋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多数为贫困、高
龄居民。

67岁的刘腊恩，住在饮食小区5
楼，患有糖尿病，平常上下时楼比较困
难，“平时想出去散个步，下楼还好说，上
楼累得喘不上气。要是有电梯就好了。”

根据《咸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20年我市
人均预期寿命将达76.52岁，意味着全
市老龄人口将超过50万人。随着社会
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目前咸安城区
（含市城区和高新区）人口38万人，60
岁以上老人9000人左右，养老机构仅
有4个，居家养老仍是首选。

“很多老人居住在老旧小区，由
于历史原因，没有安装电梯，‘望楼却
步’出行难成为居家养老的障碍之
一。同时，由于年龄原因，若遇上大
病需要急救，或坐轮椅上下楼梯，更
是困难。”市政协委员高又玲表示，在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对改善和提
升住宅的居住品质、完善住宅的使用
功能、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解决年
老体弱住户出行难等问题有着积极
的社会意义，更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

目前，全国多个城市已相继出台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指导意见”，湖北
省内武汉、宜昌、襄阳、十堰等地也相继
出台了方案或意见。

高又玲建议：“我市应尽快将老住
宅加装电梯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制定出
台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指导意见或方
案。”

高又玲表示，目前我市老住宅加装
电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居民意见统一难。同一住宅楼中

业主年龄层次不同，所住楼层不同，加之
通风、采光等因素，费用分摊等问题，部
分低楼层、年轻业主反对加装电梯。

资金筹措难。据了解，加装一部6
层左右电梯的费用估计在25万元以
上，加上后期维护，费用在30万元到40
万元之间。而咸宁城区有加装电梯需
求的：一是部分房改房、单位集资房、只
有居住权无所有权的单位房和工矿企
业等老旧住宅；二是2008年左右建设
的商品房。居住在这类住宅的多半是

已离退休或将要退休的老年人。他们
是没能力换房子的低收入人群。生活
自理压力大，经济能力也不强，对筹集
加装电梯费用有较大压力。

报批难。旧住宅加装电梯需经过
业主前期协商、房管部门审核、土地评
审等环节，还涉及到消防、质监、市政、
环保等多个部门，程序复杂。

运行维护难。主要是电梯后期的运
行、维修、保养、检验等费用的合理分摊问
题。

近日，不少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
台咨询：“书香门第小区不动产权证何时
能办理？”

网民“雷”说，他2016年12月底在
书香门第二期购买住房，2017年元月已
交纳契税，现已入住近两年，证却还未办
理。

“后来听说，因为小区幼儿园操场占
用了业主用地，没有通过验收，所以证无
法办理。”该网民称，目前幼儿园操场仍
然在，那么二期业主的证何时才能办理
呢？

网民“胡”反映，他也购买了书香门
第二期房，且已交房近两年，不动产权证

却遥遥无期，开发商还经常忽悠购房者。
网民“赵”也反映，他在书香门第购

买房子四年，开发商一拖再拖，房子不动
产权证一直没有办理。

近日，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对
此回复，经调查，书香门第属咸宁同城置
业有限公司开发项目，位于书台街。该
项目共分两期，且已经建成。目前，项目
一期规划、建工等竣工验收手续已完成，
并合法登记，取得不动产权总证。一期业
主的不动产权分证，咸宁同城置业有限公
司正在分批次向该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提
交申请，部分业主的不动产权证已颁发。

但该项目二期因规划、消防等验收

工作还未完成，房地合一的不动产权总证
暂时无法办理。二期业主需等待咸宁同城
置业有限公司不动产权总证办理完成后，
方能申请办理分户的不动产权证书。

“网民如果需要了解该公司二期项
目验收手续进展，建议向规划、住建等管
理部门咨询。”该负责人称。

对于网民“赵”反映的问题，该负责
人表示，如果购买的房屋属一期，可要求
咸宁同城置业有限公司配合共同申请，
办理个人的不动产权证。如购买的房屋
属二期，需等待咸宁同城置业有限公司
不动产权总证办理完成后，方能申请办
理分户的不动产权证书。

“书香门第”何时办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网民“爱生爱生”在咸宁论坛
上发帖反映，他是书台街一小区2幢1单元202室房屋的
业主，刘某为2幢1单元102室房屋的业主，双方系楼上楼
下的邻居关系。

102室房屋北面平台原设计用途为露台。刘某购得该
房屋后，于2018年年初，在该露台搭建封闭构筑物，即“阳光
房”，此后又在该构筑物外安装防盗设施。

“爱生爱生”认为，刘某所搭建的构筑物在雨天产生的
噪声及安全隐患等方面均对其有影响。小区物业曾多次
向刘某发出通知书，但刘某并不配合整改。因此，他希望
得到律师的帮助。

市区某律师事务所冯律师说，现实生活中，部分购房
者会选择设计有公共露台的户型，或顶楼的户型，将其改
造为“阳光房”，变公用为“自用”，还可以拓宽房屋使用面
积，提高房屋价值。殊不知，私自搭建的“阳光房”等建筑，
不仅是违章建筑，甚至会侵犯邻居的相邻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一条：不动产权利
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不得危
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的相关规定，即相邻权。

冯律师说，该网民反映的情况中，刘某搭建构筑物未
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该构筑物的存在并无合法依据。根
据露台改建后的状况并结合生活常识，刘某在露台上搭建构
筑物后，构筑物顶面与202室房屋窗户的距离更为接近，对
202室房屋存在更大的安全隐患，并且在下雨等特殊情况下
所产生的噪声，对居住于202室房屋的相邻权造成了侵害。

业主任性搭建“阳光房”
律师：小心侵犯他人“相邻权”

中辉广场前烧烤摊点需清理
部门：已下达整改通知书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2月19日，网民“温泉市民”在
咸宁网络问政平台反映，中辉国际广场前烧烤摊点需要彻
底清理。

中辉国际广场地处温泉商业圈，每天人流量极大，而烧
烤摊点正好在中辉国际广场靠近沃尔玛的路口处。本来不
宽的道路被摊点占领大部分，影响行人通行不说，还影响市
容市貌。而烧烤产生的烟雾，对城市环境也造成了污染。

2月22日，市城管执法委对此回复。2月20日，该委
综合执法一大队相关工作人员前往中辉国际广场门口查
看，发现此处确有3户烧烤摊点在经营，一户为新疆人、两
户为残疾人。执法人员立即前往劝止，向该违章户宣传大
气污染防治精神和城市管理方面规定。

2月21日下午，该委执法人员再次巡查至此，发现商户仍
在此处占道经营，当即进行劝止，现场搬离新疆人占道烧烤工
具，并对其他两户下达了《违章占道整改通知书》，责令其整
改。后续，该委将进一步加强跟踪，防止类似现象发生反弹。

“望楼却步”成难题

加装电梯存难题

多管齐下解难题

本报讯 见习记者焦姣报道：近日，网民”郭”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通山县黄沙铺镇街道存在违章
建筑乱象。

该网民称，黄沙铺镇沿街门面大部分都乱搭乱建，许
多门面甚至搭棚到马路，搭棚之后又将商品摆到人行通
道，严重影响交通。

据了解，黄沙铺镇老镇区街道建设于90年代，全长
1000余米、宽7米，是该镇主要道路及集贸中心，但由于老
镇区街道路面狭窄，路况较差，周边商铺违规搭棚、出店经
营，非常不利于行人、车辆出行。

黄沙铺镇人民政府得知相关情况之后，立即组织相关
人员展开调查，加大整治力度，把镇区规划建设写入2019
年的镇委工作报告，并采取以下措施：

组建工作专班，加强组织领导，由镇政府牵头，派出
所、交警、住建、工商、社区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明确责任
分工。

开展联合执法，进行全面整治。联合派出所、交警、住
建、工商、社区等单位，重点对违搭违建、乱停乱放现象进
行整治，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争取县城管执法局的支持，对违规搭建的各类棚进行
拆除。该镇还将积极拓宽路面，进一步解决老镇区“脏乱
差”等问题，尽力争取路面黑化，全面提升老镇区形象。

黄沙铺镇违章建筑影响交通
部门：将加大整治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