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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大道雨季何时不再“看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贺春音

通讯员

黄国涛

在外务工人员无法办计生证明
部门：
证件齐全即可办理

点

问热

改造原因

新闻追问
近日，家住市体育中心对面的
王女士发现，市体育中心门口的道
路被竖起了围挡。这是在做什么
工程呢？
19 日，记者走访市住建局获
悉，这个工程是咸宁大道排水箱涵
改造工程。该工程完工后，困扰咸
宁市民多年的大雨天“看海”模式
将结束。

当日，记者来到咸宁大道市
体育中心的路段，看到围墙和前
面的绿化带都装上了围挡，外面
立了一个“咸宁大道排水箱涵改
造工程施工公示”牌，施工人员
正在忙碌。
市住建局副局长黄心伟介
绍，咸宁大道作为城区主干道，
每年入夏雨季，就发生严重的内
涝积水，给人民群众出行和交通
安全带来严重影响，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实施咸宁
大道排水箱涵改造，既是响应上
级改善民生、补城市基础设施短
板的要求，也是响应市委市政府
建优建美公园城市的号召。

工程标准
在施工现场，记者见到了承
建方中建三局项目负责人吴华
波。吴华波向记者详细讲述了
施工方案。
一是节省工程投资，减小施
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本次对南
侧箱涵（咸宁大道与银泉大道交
叉口至体育中心段）进行截弯取
直，新建一个排水箱涵，原有老
箱涵维持现状不变；
二是 银 泉 大 道 至 鄂 高 段

完工时间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市民
最关心的是工程多久可以建
好 ，今 年 雨 季 能 不 能 派 上 用
场。
“咸宁 大 道 两 侧 地 下 管 线
错综复杂，有通讯光缆、电缆、
自来水管道、天然气管道等，很
多管线会与新建箱涵交叉，需
要迁改，为了赶工期，我们迁改
与施工同步进行。顺利的话，
会在今年 6 月底完工。”市城发
集团副总经理李永彰给出了答
案。

咸宁大道每年雨季内涝严重
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一份
资料显示，咸宁大道出现内涝主
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杨下河上游河长 4.1 千
米 ，地 势 高 差 大 ，平 均 比 降
0.9%，汇流速度快，洪水 17 分钟
即可进入城区，与城区其它排水
管网洪水叠加后在咸宁大道漫
溢，造成城区渍水；
二是现状箱涵布局不是很
合理，
淤积严重，汛期排水不畅；
三是受淦河水位顶托作用，
造成箱涵内部雨水滞留，排放不
畅。随着淦河洪水位抬高，即使
没有达到最高洪水位，水位抬高
也会对箱涵排水能力产生影响，

当洪水位 26 米时，箱涵排水能
力将下降一半。
“在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将
坚持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完善
的防洪排涝体系，全面提高城
市防洪排涝能力，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统筹兼
顾原则，治理方案与城市防洪
排涝专项规划及咸宁城市总体
规划相协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原则，防洪排涝工程充分保
护现有河流、塘的自然生态环
境，在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植
入 海 绵 城 市 元 素 ，达 到‘ 渗 、
滞、蓄、净、用、排’的效果。”黄
心伟说。

20 年一遇大暴雨 24 小时排干
道路两侧新增设布置多箅联
合式雨水口，增大收水汇水能
力；
三是整治现状排水沟内各
类管线，对现有箱涵进行清淤，
改善水力条件，提高现状管沟排
水能力。
市住建局副局长黄心伟介
绍，此次改造采用两步走的策
略，应急与谋远相结合，分近远
期实施。

近期以充分挖掘现有箱涵
排水能力为主，对现有箱涵进
行 改 造 ，局 部 取 直 ，解 决 排 水
卡口问题；远期则要通过对杨
下河系统性全面改造，整体规
划，按照‘上蓄、中治、下扩、强
排 ’的 治 理 思 路 ，按‘20 年 一
遇最大 24 小时暴雨 24 小时排
干 ’排 涝 标 准 ，逐 步 配 套 建 设
调蓄湿地、排涝泵站等工程措
施。

工程预计于今年 6 月底完成
李永彰称，此次迁改牵涉的
单位众多，有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供电公司、联合水
务、昆仑燃气、市城管执法委轖
林部门等。城发集团作为建设
单位，还需要各相关部门协调配
合，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
据了解，为了尽量减少对交
通造成影响，中建三局不断完善
项目建设内容，优化施工组织方
案，综合比较分析后选择了工期
最短的施工方案。
“开工后，我们

一定会抢抓时间，加快进度，力
争在 6 月底完工。”吴华波告诉
记者。
对于咸宁大道排水改造，家
住咸宁大道人社局小区的吴先
生拍手叫好。该小区在雨季淹
得最厉害，吴先生家深受其害。
“雨大的时候，水都齐腰深了。
我家的车子被淹了两次。每年
一到雨季，我就特别关注天气预
报，只要下大雨，我就提前把车
子挪走。但愿今年能够安然渡
汛。”吴先生满怀期待。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在外务工人员如何办理计生证明，
需要哪些手续？
该网民表示，他携带家人在外务工，妻子户籍在通城
县雁塔社区，孩子户籍随妻子。现在，他要办理上海市居
住证积分，需要户籍所在地开独生子女证以及计生证明。
他委托咸宁的同学、同事，几次去雁塔社区办理，社区均以
其家庭一直在外地未做过检查为由拒绝。今年，他准备办
理居转户，需要再到户籍所在地办理计划生育证明及无违
法犯罪记录证明，
但不知如何办理。
对此，通城县隽水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镇党政办、
综治办、雁塔社区已成立调查小组，就此事进行调查核
实。因该网民未在现场，在电话沟通时产生了误解。雁塔
社区表示，只要相关证明齐全，
将按程序办理证明和证件。
雁塔社区一工作人员说，办理计划生育证明，申请人
需填写《独生子女证申请表》，同时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
结婚证、户口本、全家人近期一寸正面免冠照、所在单位出
具的婚育情况证明以及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避孕措施情
况证明，必要时需入户调查了解生育情况；办理无违法犯
罪记录证明，申请人需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填写申请
表，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户口本的复印件和聘请单位的介
绍信或者相关证明。

马桥鳌山村未实现户户通水
部门：
管道正在铺设中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发帖咨询，咸安区马桥镇鳌山村什么时候能实现户
户通水？
该网民表示，2018 年 8 月中旬，马桥镇与区水利局和
南川源自来水公司对接，每户收取 2000 元安装费，于 2018
年底实现户户通水，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通水，想知道到底
什么时候能通水？
近日，咸安区政府办回复称，经马桥镇政府调查，鳌山
村属马桥镇最偏远的乡村，人员分布较广。截至目前，鳌
山村 21 个村民小组中的 15 个小组已经完成了主管道的铺
设，余下的 6 个小组（3、4、5、6、7、8 组）因交通部门在实施
进村的主干道（四好公路），
导致自来水主管道无法铺设。
南川源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待四好公路项目
完工后立即进行主管铺设，近期将组织施工队对已完成主
管铺设的小组安装到户。

食堂刷卡消费刷多却不退

通

问交

10 日，赤壁居民余先生致电本报反
映，107 国道赤壁中伙铺路段遭遇“肠梗
阻”多年，不知道何时才能正常通车。
余先生称，从咸安到赤壁的 107 国道
经拓宽、黑化、绿化后，成为了一条美丽
的景观大道，然而中伙铺路段却一直被
封闭。车辆每行至此路段，就要从中伙
铺镇上一条较窄的街道绕行，不仅给附
近村庄带来较大安全隐患，也带来不小
的扬尘污染。
记者曾多次从此路段经过，与余先
生有同感。近日，记者再次来到此路段，
远远就看到了禁行标牌。记者驱车走到
绕行的便道，发现和 107 国道主路相比，

107 国道中伙铺段何时能通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这条便道只有它的一半。十点过后，来
往货车增多，村民房屋距离便道很近，稀
落的隔离带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
据执勤交警介绍，他们已经采取了
不少限行措施。每次出来都要来这里巡
逻。但这里的车流量每天大约在 1 万台
次，中伙便道已经成为 107 国道赤壁段畅
通的一个大瓶颈。
国道是国家的干线公路，它的畅通
对地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贯穿我国南
北交通大动脉的 107 国道在中伙铺镇为
何遭遇
“肠梗阻”这么多年呢？
20 日，赤壁市公路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主要是因为一条“公跨铁”，也就是中

马丽

伙铺立交桥，这条公路跨铁路的危桥在
长达多年的时间里，都没有维修改造完
成，过往车辆只能绕行。
赤壁市中伙立交桥比较特殊，它是
跨铁路京广线的一个主要通道。该桥长
89.2 米、宽 18 米，
建于 1988 年。2014 年 7
月，公路部门巡查发现，该桥存在安全隐
患。当年 12 月 1 日，
公路部门正式对该桥
进行了限高限行处置，
制定绕行方案。到
2017 年 6 月，为了确保车辆通行安全，将
该桥封闭至今，车辆只能采取绕行通过。
该桥自被检测发现病害，到采取限
行、省交通运输厅与武汉铁路局批复设
计方案、中铁七局施工队伍进场、武汉铁

路局否定设计方案，再到武汉铁路局重
新启动方案设计，至今已历时 4 年多。但
因公路部门、铁路部门分歧较大，维修加
固方案始终未能最终确定。
2017 年 7 月 11 日，铁路部门同意正
式实施封闭施工，
却因为一个电器设备的
问题，
施工最终停止。而该路段一直封闭
的症结也就是危桥改造施工方案未敲定。
赤壁市公路局相关负责人称，2018
年底，危桥改造施工方案终于确定，并开
始施工。目前，在不影响铁路运行的同
时，每天有两个小时的施工时间。预计
到今年年底危桥将改造完毕，届时 107 国
道中伙铺路段将正式通车。

部门：
已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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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学校食堂买东西时，工作人员操作
失误，
多刷了钱，却无法退还，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处理。
该网民反映，他近日在咸宁东方外国语学校食堂买东
西时，由于食堂阿姨的失误，将应刷的 4 元按成 44 元。过
了两天，他去充卡处补钱时，却听充卡的阿姨说，刷错卡超
过 24 小时不能补钱。
“ 这样的操作合理吗？为什么不能退
呢？”该网民问。
针对该网民的问题，
市教育局高度重视并及时调查。相
关工作人员回复，
该网民反映情况属实。校方后勤处解释说，
因刷错卡超过二十四小时后系统无法更改，
故无法退还。该
生今后去食堂就餐可找当事员工免刷卡 40 元。该生当时未
持反对意见，
但事后觉得麻烦，
对食堂处理意见不能接受。
该校后勤部得悉情况后，要求食堂从财务领取 40 元钱
返还给学生。另外，该校对食堂工作人员在处理学生问题
不及时、不周到的工作态度做出严肃批评。

通山月亮湾河边停满货车

如何选购酸奶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韵”咨询，
她逛超市时发现，现在各种各样的酸奶
让人眼花缭乱，
有不同品牌的，
有不同口
味的，
有不同程度发酵的，外行人真是看
不懂。她咨询，
该如何挑选酸奶。
【记者打听】11 日，在中百仓储工
作的周大姐对此解答。
酸奶是经过乳酸菌发酵的乳制品，
如果是为了获得乳酸菌的益处，她建议
挑选含有活菌的酸奶。如何选？她有
以下建议：
看是否有酸乳两字。有这两字的酸
奶，
代表该酸奶加入了一种乳酸杆菌，
而
且没有添加色素，
对身体很有好处。
看参数表是否有牛乳。牛乳是制
作酸奶的主要原材料，酸奶上写牛乳两
字的才是酸奶，
而没有写牛乳的则不是。

为了迎合大众的喜好，市场上出现
了很多种口味的酸奶：红枣、草莓、蓝莓
等。这里面其实都添加了调味剂，这些
调味剂会影响体重，即变胖，应根据需
要购买。
此外，市民还可以通过看蛋白质含
量、碳水化合物含量、酸奶中益生菌的
数量等来判断是否适合自己。蛋白质
含量≥2.3%的是酸奶，否则便是酸奶饮
品。
实际上，各种口味的酸奶碳水化合
物含量较高，只有原味酸奶才是真正有
营养的酸奶；益生菌酸奶可以调节人体
肠道微生物的平衡，但并非所有的益生
菌酸奶都会标明其中的益生菌数量，市
民选择时要特别留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如何护理枕芯
【网民咨询】近日天气转暖，网民
“可可”咨询，家里的枕芯用得有些久
了，又不能随意清洗。请问怎样才能正
确护理枕芯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家居用品
店负责人熊经理分享了一些小技巧。
由于枕芯是填充物，而不同的填充
物清洗方式也是不同的，标明不能机洗
的切勿用机洗。另外，一些天然谷物类
填充物，不建议清洗，但可以选择反复
拍打，在太阳下暴晒几小时，这样能够
很好地杀菌消毒。
使用性质温和的洗衣粉进行洗
涤。把枕芯放进洗衣粉溶液内，不断用
手挤压枕芯，直到洗干净为止，多余的
洗涤液一定要挤尽。清水过滤几遍，直
至把枕芯漂洗干净，最后把多余的水分

挤干。将枕芯平放晒干，这样会更柔软
蓬松。
乳胶枕混合洗涤剂用冷水浸泡，用
手轻压后再以清水反复冲洗干净，之后
再以干布包裹，将大部分的水分吸收
后，放置阴凉处风干即可，切勿在太阳
下曝晒，
以免材料变质氧化。
羽绒枕芯遇水易结球，尽量不要下
水清洗。保养时可以用手轻拍枕芯，使
其保持蓬松，并且拿至通风处吹风，去
除汗味及水汽即可。若枕芯真的太脏，
可送至干洗店清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网民在线

部门：
将规范车辆停放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
近日，
网民
“成”
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反映，
通山县月亮湾河边存在大货车乱停靠现象。
该网民称，去年，通山月亮湾河边大货车乱停放现象
被反映过，相关部门也表示会整改，不让货车停放，消除道
路安全隐患。但是两个月过去了，
河边依然停满大货车。
近年来，政府耗巨资将河边绿化美化，大大提升了城
市品质，
但乱停的货车却影响了城市形象。
15 日，
通山县公安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回复，
对于河边
货车乱停靠现象，
该大队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化解。一是向
货车司机发放告知单，
要求货车司机规范停车；
二是加大违
法停车打击力度，
加强日常管理，
对违停行为进行处罚。
下一步，县公安交警大队将就交通标识设置问题进行
研究、部署，
进一步规范车辆停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