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春暖花开”
咨询，家里大扫除的时候发现了白蚁，
怀疑木质家具可能被白蚁咬了，该如何
消灭木质家具中的白蚁？

【记者打听】近日，在城区经营一家
家具销售公司的刘冬梅表示，白蚁蛀蚀
木质家具是很多家庭的烦恼，木质家具
不同于普通家具，不易采取常规灭蚁措
施，但也不是无计可施。她分享了消灭
木质家具中白蚁的小技巧。

水体浸泡法。将家具沉没在水中，
浸泡三天以上五天以下，再将家具捞出
来风干即可。此法适用于普通的木质
家具。

用灭蚁药给家具“打点滴”。把各
种强效灭蚁药勾兑成液体，装到点滴瓶
里，用点滴针抽取液体，找到白蚁蛀洞
口后，插进去慢慢滴，以消灭白蚁。此

法适用于普通的木质家具，也适用于名
贵的红木、楠木家具。

杀虫剂熏闷法。对着家具被蛀的
地方定点打孔，并用细铁丝通孔洞，以
便杀虫剂快速渗进去。找一个密封性
好的房间或是大柜子，也可用一个密封
性好的厚大塑料袋，把家具装到里面，
喷入杀虫剂，密封起来放置一周。一周
后重新喷杀虫剂，再放一周，基本上能
彻底消灭白蚁。

热源杀虫法。多数白蚁无法耐受
7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用炭火隔离烤被
白蚁蛀蚀的部位，温度慢慢升达70摄氏
度左右，持续5小时左右即可完全消灭
白蚁，这个方法适用于局部被白蚁蛀蚀
的木质家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整理）

如何消灭家具中白蚁
【网民咨询】近日，网名“小飞”咨

询，随着气温不断升高，羽绒服、厚大衣
等冬季衣物用不上了，想知道如何正确
的收纳？

【记者打听】近日，在城区开了一家
洗衣店的张女士分享了过季衣物收纳
的小技巧。

衣物收纳前应进行清洗晾晒，有油
渍的衣服更是需要及时进行专业的去
污清洗，因为油渍如果没有彻底清洗干
净，经过长时间的储存后可能与衣服的
面料发生反应，而且油渍不仅仅含油还
有色素沉淀，来年再穿时，已经无法去
除，影响衣服美观。

羽绒服、羊绒衫类衣服价格较高，
在换季收纳时，有些人喜欢使用防尘效
果好的整理袋，甚至是防水的带塑料膜
的整理袋。其实，这些含有动物纤维的

服装在收纳时应该使用透气效果好的
整理袋，比如无纺布的，而且应该放置
在透气、通风处，保证纤维本身的弹性
和保暖性不受损害。不能用真空袋收
纳。

裘皮类服装收纳前不仅要进行专
业清洗，还需杀菌处理，更需要保养。
自己清洗如果选择的洗涤剂不当，会造
成皮层发硬发脆。如果没有杀菌处理，
还可能造成细菌滋生。收纳时，皮草不
适合使用整理袋，建议使用无纺布衣罩
将其挂在通风处。

（咸宁日报见习记者 刘念 整
理）

如何收纳过季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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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怎么“扔”？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通讯员 罗玲 刘华安 廖珣

垃圾单独分类走进小区
11日，记者来到双鹤路昱园小

区，只见小区干净整洁，花坛地带设
置了“厨余垃圾收集点”，不少绿色小
桶放在架子上，桶上标有数字，对应
楼栋、房号。不远处有两个绿色的大
厨余垃圾桶。

“以前所有垃圾混合一起，温度
高的时候气味难闻，地上也总有液
体渗透的痕迹。如今，每家每户配
置了一个小厨余垃圾桶，居民可以
每天早上把装有剩菜残羹的小桶拿

出门，中午或晚上把干净的小桶拿
回家。”胡丽霞是小区垃圾分类工作
人员，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将小桶
内垃圾收集进大厨余垃圾桶，清洗
小桶套上可降解垃圾袋。“垃圾由每
天定时定点专门收集餐厨垃圾的垃
圾车运走。”

胡丽霞表示，“居民对餐厨垃圾
分类积极性很高，小区更干净了。”

市环卫局有关工作人员表示，
2017年下半年开始，新华清苑、冠苑

小区、湖北科技学院学苑小区、昱园
小区等几个地方开展“垃圾四分(可
回收垃圾、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其他
垃圾）”、“互联网+分类回收”智能化
模式垃圾分类试点。去年下半年，在
这些小区中选择新华清苑、昱园小
区，专门设置厨余垃圾收集点。

市环卫局有关工作人员表示，今
年将建成垃圾分类小区15个，2020
年将建成垃圾分类小区23个，2021
年将建成垃圾分类小区29个。

新闻追问
问民生

“自从餐厨垃圾单独分类
后，小区环境更好了。”家住昱
园小区的张爹爹每天早上把装
有剩菜残羹的小桶拿出门，中
午或晚上再把干净的小桶拿回
家。

这是我市城区部分地方开
展餐厨垃圾分类的一个缩影。
为什么要进行餐厨垃圾分类？
如何进行餐厨垃圾分类？餐厨
垃圾如何管理？记者对此进行
了采访。

12日，金城购物广场前，记者看
到垃圾箱旁边放有大餐厨垃圾桶。
一饮品店工作人员邓女士每天下班
之前会把果皮、果核、茶渣等垃圾，扔
进餐厨垃圾桶。“以前都是和普通垃
圾一样扔在垃圾箱里，看见有餐厨垃
圾桶后，就有意识地分类扔。”

市环卫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去
年11月起，市环卫局在温泉、永安城
区产生餐厨垃圾的主要单位(餐馆、
酒楼、饮食经营摊点等）投放了2000
多个大餐厨垃圾桶专门收集餐厨垃
圾。餐厨垃圾车按固定的时间、地点
循环收集。收集的餐厨垃圾干湿分
离后，干垃圾运到市垃圾焚烧发电厂
进行无害化处理，湿垃圾输送到临近

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餐厨垃圾分类，为何如此重要？
餐饮服务企业（个体工商户）、单

位食堂供餐、食品生产加工等活动中
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及
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厨余垃圾，
这些餐厨废弃物主要成分是淀粉类
食物、植物纤维、动物蛋白和脂肪类
等有机物，含水率高及油脂、盐份含
量高，易腐败发臭，而且不利于普通
垃圾车运输。

据估算，我市城区每日约产生餐
厨废弃物100吨。

过去，我市没有对餐厨废弃物进
行统一管理，一方面导致大量的餐厨
废弃物被用于养猪，由此产生数量巨

大的泔水猪；另一方面一些不法分子
在利益的驱使下，将泔水油进行粗提
炼后又回流到餐桌。不仅造成严重
的环境污染，而且严重地威胁到市民
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同时，餐厨废弃物具有很好的可生
化性，蕴含大量的生物质能，对实现环
境、能源和经济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市城管执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市城区将初步建成1座日处
理规模100吨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
理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后，产
生的副产物中，粗油脂可以转化成工
业油脂或炼制生物柴油，沼气可以燃
烧、发电或提纯，沼渣可以做肥料或
其他用途。

城区将建无害化处理厂

违法生产经营者将受重罚
餐厨废弃物该如何管理？
去年底，市政府出台《咸宁市市

区餐厨废弃物管理暂行办法》，餐厨
废弃物管理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
害化”和“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实
行统一收集、运输，集中处置。

市区内餐厨废弃物的收运处理
实行特许经营制度，从事餐厨废弃物
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的企业和个
人，应当依法取得经营性收集、运输、
处置服务许可证。未经许可从事餐
厨废弃物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活
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3
万元的罚款。

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违反相关
规定，随意倾倒、抛洒、堆放餐厨废弃
物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
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的罚
款。

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在运
输过程中沿途遗撒、滴漏餐厨废弃物
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
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餐厨废弃物处置单位将餐厨废
弃物污水排入雨水、污水排水管道等
公共设施或者河道等水体或其他方
式随意倾倒，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不得使用餐厨废弃物及其加工
物作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不得将
废弃油脂加工后作为食用油销售或
者加工食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0万
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
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
倍以上 30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
留。

统一更换燃气表要收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
反映，他居住在咸安区龙山一品小区。自
2009年小区供气后，燃气公司每年都有专
业人员上门检查，都没有说燃气表是坏
的。“但今年以来，燃气公司突然更换了所
有燃气表。我被告知燃气表有问题，需要
另外收费。”

该网民认为，燃气表是昆仑公司的产
品，公司应该有义务提供并保证燃气表的
有效使用。

“3月26日下午贴单通知，我家燃气
表存在安全问题，要求在3月26日前跟燃

气公司联系。”该网民无奈地表示，让人来
不及反应。

该网民希望能得到一个合理解释。
针对网民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昆

仑燃气咸宁分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量法》及2012年9月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膜式
燃气表》(JJG577-2012)、国家《家用燃气
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GB17905-
2004)中有关规定，以天然气为介质的燃
气表使用期限不得超过10年，限期使用，

到期更换。“燃气表超期使用会出现表体
密封填料及皮膜老化、机械固件耗损等安
全隐患，导致燃气泄漏而引发安全事故。”

据了解，咸宁昆仑燃气公司作为国有
燃气企业，已入驻咸宁城区从事管道燃气
事业 12年。龙山一品小区的燃气表于
2009年安装，截至目前已经符合8-10年
的使用寿命。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免费更换先进
的智能IC卡表，只收取材料费30元左右，
用于更换老化软管等材料。”

为防止出现泄漏、腐蚀、磨损等安全

隐患和部分表计量失准等问题，加强计量
监督管理，保障量值的准确可靠，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所有新更换燃气表都经过
咸宁市计量测试研究所校验合格，确保用
户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相关工作人员提醒，由于燃气表在
用户家中，如果用户使用燃气过程中由
于环境因素，导致燃气表电子计量不准
确，以机械读数为准，同时通过表机械读
数与充值记录比对，透支的燃气费用需
要补交。

问收费

通城一小学校服收费合理吗？
部门:已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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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北门小学发通知，为学生
征订夏季校服，每生收取120元一套。同为城区小学，
隽水小学只收100元一套，价格为何不同？校服采购
是否经过招投标程序？收费标准是否经物价部门报备
审批？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通城县隽水镇教育党总支
有关工作人员回复称，北门小学校服供应商是由市教
育局招投标确定，价格经物价部门批准。

夏款校服因款式、质量、经销商等不同，有三个不
同的价格标准，分别为：80元、100元、120元。

因往年北门小学家长反映校服质量一般，今年经
家长、教师、学生代表共同商议，选择了质量和款式较
好的，价格为120元的校服。

北门小学校服征订建立在学生、家长与学校在充
分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并坚持了自愿原则，由家长签
字同意，且未强制征订。

畅响KTV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部门：已督促整改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温泉城区的畅响KTV存在消防
安全隐患。

该网民表示，该KTV无经营两证，同时消防设施
形同虚设，消防栓无水、无消防通道，包房无灭火系统。

针对网民反映的问题，市消防支队温泉大队迅速
安排人员上门核查。

经查，畅响KTV为该店招牌名，卫生许可证上的
登记名为温泉唱响音乐会所，网民所反映的情况属实。

目前消防部门已传唤该场所负责人接受询问，督
促其整改火灾隐患。同时大队将进一步强化部门监管
联动机制，将该KTV检查情况函告市文新广局，对其
无证经营进行审查处理，形成执法合力，查处违法行
为，净化文化市场安全工作。

谭惠小区对外来车辆收费
部门：属于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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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家住谭惠小区，近期小区
物业私自收取除业主报备小车外的所有进去小区车辆
停车费，业主亲戚朋友的车子进出都要强制收取停车
费。想知道这种行为是否通过相关部门批准，是否合
法？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
重视并迅速核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经现场核实，谭
惠北区在收费岗亭处有收费公示，主要对外来车辆按
一定标准进行收费，对小区业主经登记的车辆免收停
车费，收费目的是该小区地处街道旁边，为加强内部停
车管理，维护小区内部停车秩序。

根据《湖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小区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属于市场调节价，不需要相关部
门批准，利用小区共有道路或场地收费的，由物业公司
与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协商同意，该小区物业公司在收
费前，已在小区内部向业主进行了公示。

经现场检查，对公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责令该物
业公司立即改正：一是公示不规范问题，存在岗亭公示
和墙面公示标准不一致，要求立即改正，并合理确定收
费标准。二是要求该公司提供正规收费票据，并向消
费者凭票收费。

福星城工地土方随意堆放
部门：已责令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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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城二期开工建设后，大量挖
掘起来的土方被承建方随意堆放在福星城后面山坡
上。因为土质松散，下大雨的时候，土方容易滚落发生
危险。想知道这种土方堆放方式是否合法？

针对网民反映的问题，记者迅速联系了相关部
门。市城管执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获悉此事后，该委
高度重视，已由综合执法一大队成立专队，对此事进行
核查。

综合执法一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队安排执法
人员实地上门走访巡查时发现，福星城一期小区围墙
外山坡上堆放有废弃土方，并且与福星城一期小区八
号楼直线距离仅有17米左右，该山坡为福星城二期工
地修路开挖形成的一条临时施工便道，为避免安全事
故发生，执法人员已责令施工方尽快对堆放的废弃土
方进行清理。

针对该山坡开挖堆放废弃土方处存在有违法破坏
山体的行为，执法人员已将此案件报送到城管指挥中
心，同时报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地管理单位
市住建局。

工地甲乙双方也已承诺将尽快对堆放的弃土进行
清理。对此，综合执法一大队也将加大监管巡查力度，
督促工地加快对堆放废弃土方的清理速度，如果后期
再次发现该工地有违规施工现象，将依照相关城市管
理法规对其进行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