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安一路段调头设置不合理
部门：已建议修改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发帖反映，咸安区长安大道与十六潭交叉路口至
区林业局门口护栏调头位置设置不合理。

该网民称，每天往咸安方向调头时，由于调头处离红绿
灯太近，左转道排满了车，要等几个红绿灯才能调头，建议
将调头处设置得离红绿灯远一点。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公安局立即组织咸安区公安
分局交警核查，道路中央的隔离护栏是由市城管执法委、城
市规划设计院多方联合实地考察后安装设置的。咸安交警
再次实地进行考察，发现早晚高峰时间车流量较大，造成调
头时车辆短时间拥堵，确有不便之处。

咸安交警已向市城管执法委建议修改隔离护栏的车辆
调头位置。在此期间，建议市民错峰出行。

近日，到市人民广场休闲的市民发
现，广场上，那个一到夏天就开满向日葵
或格桑花的花坛正在改造升级中。很多
市民由此产生疑惑：为什么要改造？会改
造成什么样子？是否能满足市民期许？

12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城管执法委
园林部门、湖北碧云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
司相关负责人以及一些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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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已老化植被已老化，，设施需升级设施需升级改造原因

当日，记者在市人民广场中心花坛看到，该区域
已被封闭。施工人员和车辆在封闭区域内有序忙
碌。

在广场入口的改造方案设计施工图前，湖北碧云
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域改造
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植被老化，景观较差。“尤其
是入口处，植被需要经常更换，且没有凸显咸宁特点，
观感比较差。”该负责人称。

二是现栽植色块老化严重，部分地块黄土裸露。
该负责人介绍，往年中心花坛会种一些时令花，如向
日葵、格桑花等。每年花期，不少市民、游客到此赏
花、拍照，成为城市一大亮点。但两个月的花期一过，
花坛里部分地块黄土裸露，影响美观。

三是现状为水泥路面，地面凹凸不平，档次较

低。花坛旁边的道路为水泥路，因时间太长，有些路
面凹凸不平，晚上光线暗，老人小孩行走不安全。

四是缺少坐凳。人民广场是市民最爱的去处之
一。但花坛周边却没有座椅，市民走累了，只能在花
坛的边沿坐一坐，有些不人性化。

五是缺乏大树遮荫。人民广场作为一座城市亲
民性公共设施，所承载的功能性极具特色，该广场花
池内多为色块，夏季形成暴晒，缺少大树遮荫。

“此次改造重点，主要包括中心花坛景观绿化、地
面铺装改造、入口花坛改造、音响系统更替、放置坐
凳、补植大香樟。”该负责人称，此次总建设面积为
10738平方米，其中中心花坛面积约为6361平方米，
地面铺装面积为4175平方米，入口花坛面积为202
平方米。

问消费

家住天洁国际城的市民张女士，孩子
今年三岁多，她有时间就会带孩子去城区
一儿童乐园玩。

“那里很多项目必须办卡才能玩，第
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办理了一张充值卡。”
11日，张女士说，后来有一次忘记带卡
了，就又办理了一张卡。

几天前，张女士像往常一样带儿子去
玩，但刷卡的时候，两张卡都显示无法读
卡。张女士随后到服务台询问，被告知两
张卡都已过有效期，里面分别有余额13
元、30元。

“虽然卡上写了有效期为两个月，但

并没有标明具体的购卡日期，而且当时办
卡时也没有小票，现在钱包里这么多卡，
我哪记得住哪张卡什么时候会过期？”张
女士说，临近过期时，她也没有得到过任
何通知。

对此，张女士心存不满，向记者求助。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现在许多超市、

商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美容场所等，
对外发售的消费卡都单方面规定了有效
期，而且表明过期作废。

这种过期作废的条款是否有法律依
据？有效期过后，卡上的余额到底应该归
谁？

对此，记者咨询了湖北海舟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陈新贵。陈新贵认为，消费卡服
务期届满后，只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服
务合同终止了。而消费卡内的剩余金额，
商家应当返还消费者，如果商家将消费卡
内剩余金额擅自占有，就是对消费者财产
权利的侵犯。

陈新贵告诉记者，根据七部委发放的
文件《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
记名卡不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少
于三年。超过有效期有余额，应提供激
活、换卡服务。商家单方面解释过期没收
余额是无效行为。

“设置有效期其实是一种加重消费者
消费负担的行为，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可
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陈新贵介
绍，商家对所谓的过期卡进行作废时，需
提前告知消费者，经由他们同意签字才算
有效。

陈新贵建议，办卡前，要注意了解商
业预付卡的相关知识，理性消费，避免过
度充值。同时，购买预付卡时可以要求签
订书面合同。购卡后，消费者要注意保存
预付卡以及购卡依据，以便发生类似问题
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合法维护自己的正
当权益。

过期的消费卡还能使用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市人民广场改造升级为哪般？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宋志强

一园桂花香一园桂花香，，满地温泉蕴满地温泉蕴改造主题

那么到底会改造成什么样呢？
市城管执法委园林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花

坛改造以咸宁温泉作为设计元素，以浪花图案来表现
温泉，以海绵体形式来体现。图案给人轻快、活力、韵
律之感，波纹的跳跃感寓意咸宁城市的创新、自由、腾
飞；文化上也形象地突出咸宁“温泉之乡”。

改造时，花坛内圈保留现状船舶造型，并保留整
圈四季桂作为内圈界限，对内圈船舶造型组合绿篱进
行更换补植，将龙柏更替为红叶石楠，结合外圈造型
优化内圈的间接纵深俯视景观效果，也象征着咸宁政
府建设美好城市扬帆起航的坚定决心。

而外圈采用微地形处理方式，形成线型流畅的缓
坡，植物上进行自然式种植，植物选择乡土树种为主，
常绿与落叶合理搭配，观叶与观花合理搭配，形成群
落结构，变换同时拥有序列感。

方案采用植物组团模式，利用乔木、灌木、木本植
物进行配置，形成错落有致植物景观，以向外自然堆
坡的地形，展示线条的律动。植物以冬季红梅、秋季
柑橘为主，并配以泉水般的流线型白色砾石造景。

座椅的设计也很独特。其椅脚侧面似水滴状，结
合温泉沸波的图案，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椅座则
结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加以弧度，舒适度更佳。

“本次设计以一园桂花香、满地温泉蕴为设计
主题，通过桂香、泉动为设计要素来展现咸宁桂花
之乡、温泉之乡的城市特色，融入海绵城市理念，
打造具有咸宁乡情、乡味、乡愁的亲民中心地标。”
该负责人说。

当日，从规划方案的总体鸟瞰图上，记者看到，以
浪花图案来表现温泉，采用生态透水新工艺新材料的
灰色沥青，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风景更亮丽风景更亮丽，，生活更幸福生活更幸福市民期待

春日的人民广场，花红柳绿，万物复苏，生机盎
然。市民们在玉兰花下漫步、拍照，在暖阳下娱乐、健
身。他们沐浴着柔媚的春光，领略着香甜的春风，沉
醉在春意盎然的广场里。

市民对此次改造有何看法呢？当日，记者随机采
访了几位市民。

市民黄女士带着孩子在广场上玩轮滑。她说，孩
子所报轮滑班的定点场地在花坛附近，她发现该区域
附近没有坐凳，孩子轮滑时，她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花
坛边沿。

“我看了改造方案，有增添坐凳这一项，很赞。”
黄女士说，而且还会补栽高大的树木，夏季阳光强
烈时，市民就有个遮荫的地方。从这些细节可以看
出，市民的需求被相关职能部门看在眼里。她相信

改造后的人民广场将大大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和满足
感。

市民陈阿姨家住中央城，自去年退休后，只要天
气晴好，每天晚上都到人民广场健身。她说，无论哪
个季节，人民广场都美得像一幅画，都富有浓郁的诗
情画意，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改造后的人民广
场，植被将更丰富，布局更合理，我相信这里的风景会
更加靓丽，来这里休闲的人会更加多。”

市民杨先生说，他在附近上班，每天上下班要从
花坛处经过。而这条水泥路让他觉得档次很低，与广
场的美格格不入。他认为，路面改造后，将会进一步
提升广场档次。

每一位市民都期待这片区域能更浪漫，更温馨，
更热闹……

城鑫花园物业疑乱收费
部门：不存在重复收费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
平台反映，咸安区城鑫花园小区物业乱收费。

该网民称，他是城鑫花园的业主。因长期在东莞，不清
楚小区物业的具体更换情况。他购房时交过一次垃圾清运
费，装修房子时又被新来的物业要求缴费，也缴了。谁知，
不久前又有一个新的物业打电话他，要求再次缴纳物业费。

这次，该网民要求查看对方的营业执照与合同，在对方
并没有提供的情况下他没有缴纳2018年物业费。如今，物
业将家里的水电全部关停，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无法正常生
活。“这样的收费方式是否合理？”该网民问。

近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调
查，城鑫花园自开发建设以来，已更换两家物业公司。根据
《物业服务合同》，第一家物业公司收取的装修押金及装修
垃圾清运费是合法的。经核实，装修押金在住房装修完成
之后已向该网民返还。目前管理该小区的物业公司并未收
取垃圾清运费，因而不存在重复乱收费问题。

关于物业公司违规关停水电问题，该委已对物业公司
负责人进行批评，责令其立即恢复供水供电，并将该行为纳
入企业不良行为记录。

另外，经查，该公司营业执照和物管合同等均合法有
效，并已责成物业公司通过微信向该网民公示物管内容。

九宫大道车辆乱停靠
部门：计划安装监控设施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发帖反映，九宫大道公路段公交站附近，每天早上都
会出现车辆乱停乱靠现象。

该网民表示，九宫公车站通往看守所方向的左转弯车
道，每天至少停着20辆小车。由于该路段违法停靠车辆较
多，每天早上7:30至8:00上班时间，造成该路段严重拥
堵，影响交通秩序安全。建议交警部门加强对该路段车辆
的查处力度。

11日，通山县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通山县九宫
大道公路段公交站地处通山县客运中心（西站）附近，路口
情况复杂车流量大，目前未设置交通信号灯和电子警察，每
逢节假日极易发生交通拥堵。

为有效治理该路口交通拥堵和车辆违法停放现象，交
警部门计划在该道路上增设交通信号灯和电子警察设施。
同时，设立专门的执勤岗，明确相关责任人、责任领导，定人
定岗在该路段执勤。另外，重要节假日还将加大警力装备
投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咸安八斗角附近能否建公园
部门：将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上发帖称，他家住咸安区官埠桥镇八斗角至官埠街，
附近居民众多，却没有供民众休闲娱乐的公园，不知道会不
会建，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答疑。

近日，咸安区官埠桥镇相关工作人员对此调查回复，目
前八斗角至官埠街附近已先后建成小泉村文化休闲广场、
官埠村文化休闲广场、官埠村六组徐家湾文化休闲广场、官
埠村八组大路叶文化休闲广场，基本可以满足周边群众开
展文娱活动。

由于该片区涉及官埠老街以及诸多拆迁安置点，居民
比较密集，情况比较复杂，官埠桥镇政府正在积极争取上级
支持，将该片区纳入综合改造，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积
极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上接第一版）
“不要小看这些简单的线条，这都是多年

来，我市邀请国内知名专家，结合城市经济、自
然和文化特征，开展的总规修编及配套。”李灵
贵说，咸宁的城市空间布局，已由“临山簇林时
代”迈向“拥湖面江时代”。

不仅如此，在日常规划管理过程中，我市
积极采取多种形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组织
召开听证会、征求市民意见等形式进行公示，
认真收集社会公众意见，所有建设项目制作
《建设工作规划公示牌》，悬挂在建设现场，让
全社会监督规划的实施。

截止目前，我市建成的公园绿地、防护绿
地、广场用地中的绿地、附属绿地总面积24.36
平方公里。

多路并进，植绿增绿，铺就城市“绿色底
纹”

树木挺拔，绿草如茵，道路两旁整洁干净
……13日，行驶在市区东外环路上，处处可见
如此的绿色“新景”，通过景观带建设，东外环
两侧一改往昔旧容。

如今，在咸宁这样的绿意比比皆是，越来

越浓。
“咸宁的绿意，离不开资金全额保障和政

策倾斜。”市城管执法委党组书记、主任黄小洪
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市对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共投入资金6.26亿元用于绿化建设，养护专项
经费做到了随着绿地面积的增加而稳步增长。

在国家园林城市建设热潮的带动下，市民
参与植绿护绿的热情高涨，“绿化进社区、绿色
进家庭”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城市新建、改
建居住区绿地达标率97.2%，一大批园林式单
位脱颖而出。先后有132家单位被命名为园
林式单位，达标率56.1%，植绿护绿成为潮流
和时尚。

12日傍晚，记者漫步在十六潭公园里，一
条条林荫道路上，樱花、桃花、桂花等赏花树种
矗立两旁，绿意盎然，花香阵阵，“条条道路是
特色风景”。除了十六潭公园外，中心城区还
建成了香城大道、西外环等绿道17.62公里，
实施双龙山、孝子山绿道工程、淦河滨河绿道
贯通工程、淦河永安绿道一期工程，咸宁高新
区还将长32.6公里道路升级为绿道配套工程。

截至目前，我市建成区主要道路75条，全
长 187.04 公里，其中林荫道路 46 条，全长

134.56公里，林荫道路推广率达71.94%。城
市道路绿化普及率98.94%，城市道路绿地达
标率94.82%，城市防护绿地实施率85.95%。

公园绿地是城市的客厅，也是天然氧吧。
我市已经正式启动公园城市建设，已建成十六
潭公园、潜山公园、青龙山公园、淦河公园等
25处街头游园，形成了“郊野、森林公园－综
合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公园建设体系。

绿色延伸，完善功能，提升百姓“幸福指
数”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绝非易事，保住牌子
还要付出更多努力。荣誉的接力棒传到我们
手中，决不能掉棒。我们要不断巩固提升国家
园林城市成果，打造宜居环境，造福老百姓。”
黄小洪告诉记者，这是我市园林绿化工作一直
坚守的理念。

近年来，通过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我市一
举解决了多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道路修
补慢、垃圾处理不及时等问题。

马路平坦宽阔、街道干净整洁，白天秩序
井然、夜晚霓虹璀璨。对于突飞猛进的城市绿
化、日新月异的环境变化，感触最深的还是市

民。
2012年在咸宁置业的吴先生，谈起咸宁

这些年的变化说，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城更绿
了，空气更清新了，真是一天一个变化。

吴先生此话的底气，来自我市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市容环境治理、供热计量改造、保
障性住房建设等工作确有成效，改善了城市
居民的生活环境，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
提升。

数据显示，我市实施“城市双修”工程，城
市山体、水体等生态空间和生物多样性得到妥
善保护，自然水体的岸线自然化率85%，地表
水Ⅳ类及以上水体比率100%，建成区基本削
除黑臭水体。城市污水处理率95.1%。

同时，我市在中心城区重点加快建设107
国道、咸嘉大道、马柏大道、城市外环线、武咸
快速通道等城市进出口通道生态修复和景观
营造，构建绿满香城的道路绿廊系统；实施

“滨水工程”，强化绿肾功能，加快推进淦河、
龙潭河、官埠河、横沟河、斧头湖湿地公园及
大洲湖（河背）湿地公园等规划建设；实施“绿
屏工程”，建设秀美山川，加强对城市门户景
观山体、城市景观背景山体实行最严格的保

护，加快对王家寨山、潜山、香吾山、孝子山和
双龙山等山体的生态修复和规划建设。对破
损山体开展生态修复，共计22.5公顷，新增屋
顶绿化总面积0.7公顷，垂直绿化投影总长度
3公里。

我市确定“打造中国中部绿心、建设国际
生态城市”的战略目标，开展“五彩咸宁”、“公
园城市”建设，在城市节点、公园绿地、住宅小
区大量栽植桂花、梅花、腊梅、含笑、玉兰等香
花型植物，实施“香山”、“香河”、“香园”、“香
道”、“香廊”等香化工程，达到“四季花香、满城
飘香”的效果。

每天清晨，家住邮电小区的白大爷都会到
人民广场溜上一圈。“人民广场就是一个大公
园，这里的环境好、空气好。散散步，锻炼锻炼
身体，每天都神清气爽。市里这几年修建了这
么多公园，真正为老百姓办了好事。”白大爷
说。

如今徜徉淦河两岸，漫步香城街头，无不
使人领略着咸宁美丽时尚变迁的灵韵。每一
个咸宁市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香城泉都的生
机和活力。

咸宁，已然成为一座诗意栖居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