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徐徐”咨
询，自己很喜欢吃龙虾，外面吃太贵
想 要 自 己 做 ，想 知 道 虾 线 该 如 何 去
除？

【记者打听】近日，在城区经营一家
夜宵店的刘先生介绍，龙虾虾线里面含
有很多脏东西，如果不去除干净，容易
引起肠胃不适。刘先生分享了去除虾
线的小技巧。

把龙虾清洗干净，直接剪去头部，
然后用手掐住龙虾尾部最中间那片尾
翼，用左右拧的方式来回拧动，直到尾
翼断开，然后慢慢将尾翼拉出来，就可
以将虾线带出来。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力道控制不好，可能出现虾线
中途断开的情况。

把龙虾清洗干净，放在冷冻室，冻
硬后将龙虾尾部最中间的尾翼去掉，然
后抓住龙虾使其背拱起，用锋利的剪刀
剪开，直接把虾线挑出来即可。

把龙虾清洗干净，烧上一锅热开
水，把龙虾放进去烫大概1到2分钟，等
龙虾的外壳烫熟后，捞出晾凉，然后用
力把它的头部掰掉，虾线也可以一起去
除，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最快。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
理）

如何去除龙虾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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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问
问民生

拆除私搭乱建、整治背街小巷、积极

开展文明市民培训和文明劝导……

自去年11月，我市创建国家文明城

市工作启动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根据

要求立足本职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把“创

文”工作落小落细。市民也踊跃参与其

中。在大家的努力下，咸宁的城市魅力

越发凸显，社会文明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问维权 按揭购车藏猫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按揭购车要交‘手续费’，一般要求交
几千元。”“部分汽车4S店要求按揭购车必
须在店内购买保险。”连日来，记者在市区
多家汽车4S店发现，不少汽车销售商巧立
名目收取“手续费”、要求店内买保险等，成
了不少消费者购车买单时的一笔“糊涂
账”。

一般而言，按揭购车费用由首付款、贷
款额度、保险费、购置税、上户费等组成。
前不久，市民闫晓敏在市区一家4S店购车
时，不仅交了上述费用，还单独交了一笔
3000元的“手续费”。

闫晓敏说，如果不交“手续费”，4S店
就不给自己办按揭。

另一家汽车4S店打出的“按揭2年0
利率”广告宣传让打算购车的市民罗罗动
心了。

不过，按罗罗与该4S店签订的购车协
议，在2年按揭期内，汽车产权将抵押给金
融机构，同时需要在店内购买包括玻璃险、
划痕险、盗抢险等在内的商业险。

“光保险费就差不多9000元，但是不
在店内买保险就办不了按揭。”罗罗说。

22日，记者在咸宁城区多家汽车4S
店发现，按揭购车所交的“手续费”，各家店
标准不同，不同价位车型也有差异，从几千
元到上万元不等。而所谓按揭“2年0利
率”只是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噱头，真正的

“利息”就是“手续费”。
“不可以不交，但交多交少可以再商

量。”某国产汽车品牌4S店销售顾问表示，
诚心购车“手续费”有议价空间。按揭购车
需要在店内购买保险，全款购车第一年保
险也需要在店内购买。

“消费者按揭购车被强制收取‘手续费
’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市消协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暂未接到或处置过一起，

“手续费”“店内保险”的汽车消费投诉案
例。去年来，我市涉及汽车消费类投诉案
件中，售后维权案例居多。

“保留录音、购物小票等证据很重要。”
市消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大部分消费
者维权意识不强，在发生消费纠纷时缺少
证据，自己的权益较难得到保障。

除了保留证据，该负责人建议消费者
要认真阅读购车合同，必要时可咨询法律
专业人士。对汽车销售机构强制“手续费”

“店内保险”等行为要第一时间向市场监管
部门进行举报。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对汽车
销售市场的监管力度，销售过程中确有捆

绑销售、强制消费等问题的商家将受到严
肃查处追责。

“未征得消费者同意，强制收‘手续费’
涉嫌违法。”咸宁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巍
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自
愿、平等、公平原则，汽车4S店如果要收取

“手续费”，必须事先明确告诉消费者，在征
得消费者同意后才可收取。

邓律师提醒消费者，要理性对待商家
所谓的“优惠”宣传，尽可能多途径咨询贷
款产品，特别是对于利率和“手续费”的计
算方法，要仔细算账。

此外，消费者要注意保留录音、录像等
证据，如发现4S店有隐瞒事实、不尊重消
费者的权益、不明确告知，为了收取“手续
费”误导消费者等行为，可向消费者协会或
市场管理部门投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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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渔水路正新鸡排
烧烤店营业时，油烟缭绕、气味刺鼻，影响周边居民居
住环境及商户经营环境，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处理。

针对网民反映的问题，区生态环境保护局安排环
境监察人员，对渔水路正新鸡排店的经营情况和周边
环境仔细勘察，发现该店主要经营炸鸡排，由于该店
抽油烟机安装过高、管道过小，在使用时导致油烟四
处扩散，形成无组织排放，对周边居民产生不好影响，
网民反映情况属实。

针对现场的调查情况，该局环境监察人员责令业
主立即采取措施整改，务必在十五个工作日内落实到
位。正新鸡排业主表示配合，将尽快落实整改到位。

咸安一烧烤店油烟扰民
部门：责令立即整改

璟湖紫竹苑居民私拉电线
部门：已经进行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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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璟湖世纪城紫竹苑小区
有居民私拉电线，存在安全隐患。

该网民表示，他住在41栋1单元，在单元门口，有
楼上住户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此事已持续半年
之久，向物业反映无效果，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
决。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消防支队立即派员实
地核查。经咸安大队核查，璟湖世纪城紫竹苑小区41
栋1单元共有2户居民私自从楼上接插线板到1楼供
电动车充电，网民反映情况属实。咸安大队监督员已
经联系小区物业当场对私自拉线住户进行制止。

据了解，该小区内设有电动车集中充电装置，但
小区内仍有少数居民我行我素、安全意识不高，没有
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危害性。目前，大队监督员已要求
小区物业加强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提高小区居民消防
安全意识，避免私拉电线充电的情况再次发生。

松苑小区棋牌室扰民
部门：责令立即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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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书台街松苑小区一棋牌室
噪音扰民。

该网民表示，他居住在松苑小区6栋，楼下一棋牌
室晚上打牌到凌晨，打牌声音大，影响周边居民睡
眠。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近日，记者就此事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市公安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获知此事后，立即组织警力
核查。经咸安区浮山派出所核查，发现该小区6栋楼
下一地下室内确实摆放一张麻将桌用于开设棋牌室，
但并未发现有人在打牌。浮山派出所民警第二次来
到该棋牌室，发现已关门，里面并未有人打牌。随后
民警找到该小区物业相关负责人和棋牌室店主，对店
主陈某进行口头警告，并责令其立即关停棋牌室。

今后，浮山派出所将继续关注小区棋牌室，凡发
现有违法或扰民行为，将依法打击处理。

名仕学府夜间施工噪音大
部门：责令停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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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自己家住城区名仕
学府附近，周围每天夜间施工到半夜，大货车和挖
机施工作业的噪音太大。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
解决。

针对该网民的问题，市生态环境局高度重视并迅
速核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该网民反映的名仕学府
工程项目施工目前正处于前期土方工程阶段，该项目
工地渣土由咸宁市安华渣土工程有限公司承运，大货
车和挖机施工作业产生的噪音扰民情况属实。

市生态环境局已对该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并下
达了环境监察意见书，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在夜间
（夜间22时—次日06时）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
筑施工作业。

根据咸政办发〔2018〕4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咸宁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主要职责第十八条第二款
规定：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中的商业
经营活动噪声污染的行政处罚权、建筑渣土运输污
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露天烧烤
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落叶等烟尘和恶臭污染
的行政处罚权，根据职权职责划分，应由综合执法局
等其他职能部门调查处理，市生态环境局将积极配
合，做好相关工作。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夏天要来了，想知道如何才能正确
选购太阳镜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眼镜店负责
人熊经理分享了选购太阳镜的小技巧。

应到正规眼镜店选择正规厂家生
产的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太阳镜。劣
质太阳镜不但不能阻挡紫外线，还让镜
片透光度严重下降，使瞳孔变大，紫外
线反而会大量射入，令眼睛受损。此
外，劣质镜片还会使人出现恶心、健忘、
失眠等视力疲劳症状。

观察镜片是否有划痕、杂质、气泡、条
纹，检查太阳镜的外包装是否完好无损。

观察镜片是否平整。用手拿住太
阳镜的两角，对着日光灯，看镜面的反

光，如果发现镜面反射的日光灯影出现
波浪、扭曲状，说明镜片不平整，这样的
镜面会损伤视力。

观察太阳镜的标签。镜片的标签
上会标注对紫外线的遮挡效果，参数为
400纳米的太阳镜能100%吸收紫外线。

太阳镜戴上后，应以看周围环境的
颜色不失真为标准，物体的边缘要能够
看清晰。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够有效地
识别不同颜色的信号灯，这一点对于驾
驶员来说尤其重要。合格的太阳镜至少
能够准确地分辨红、黄、绿、蓝4种颜色。

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移去太阳镜，
否则在光线较弱的地方视力会受到影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挑选太阳镜

“创文”给咸宁带来了什么？
文/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图/记者 陈红菊

社区环境变化大

11日一大早，家住温泉希望桥社
区的市民冯芬，跟往常一样坐于自家
店铺的缝纫机前，仔细裁补着西服。

“以前，我家店前面是住户搭建
的大棚，坐在缝纫机前根本望不到小
区的街道，右边又是居民楼，周围都
不通透。”

冯芬表示，经整治后，变化很
大。“现在视野开阔了不少，相信以后
生意会越来越好。”

要说变化，希望桥社区的住户们

感触最深的是小区卫生条件的大幅改
善。“以前一下雨，路上到处都是积水，
又湿又难闻。下水道的水还会漫出
来，臭气熏天。”小卖部老板娘代女士
说，“现在可好了，下水道清理通畅了，
下雨天再不用担心污水漫出来了。”

类似于希望桥社区这样“大变
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同心路社
区、桂花路社区、长安社区等。摆放
整齐的花盆、干净整洁的院落、粉刷
完的墙壁……无一不展示着老旧小

区的改变。
“变化大啊，虽然小区以前也不

算脏，但是没有现在有序，看着地面
那么干净，大家都不好意思随意乱扔
垃圾了，而且电表箱也换了新的，现
在自家电费开支更加一目了然。”在
咸安区同心路社区生活了28年的谭
婆婆说。

随着文明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市
民在自觉约束自己行为的同时，也享
受着“创文”带来的诸多好处。

农贸市场更整洁

“不要踩着我的菜。”“太堵了，行
人通行都麻烦，更别说车了。”……这
是城区农贸大市场留给市民们的普
遍印象。

可以说，堵，成了农贸市场的常
态；乱，成了农贸市场的“标志”。

地质队菜市场是老城区的一个
综合性市场，市场周边存在居住人口
稠密和临街店铺绝大部分售卖农副
产品的现状，这给整治工作增加了难
度。

在开展市场周边环境整治前，由
于市场周边公共基础设施普遍陈旧

且功能配备不完善，导致以路为市、
占道经营、跨门经营等影响市容市貌
现象较为严重。

市城管部门分析原因后，主要
从完善市场周边配套设施、创新工
作方法等方面入手。“通过微信朋友
圈曝光的宣传方式，将传统宣传温
情化、活跃化。同时，积极开展文明
经营之星的评选，发挥典型作用。”
市城管执法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这
样新颖的做法使得市场周边环境得
到极大改善，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大幅提升。

市城管执法大队还督促市场周
边产生油烟的餐饮店安装油烟净化
器，并拆除违建等，这才有了农贸市
场的改变。

温泉农贸大市场同样大变样。
“我们加强农贸市场规范管理，完善
农贸市场基础设施，细化商品划行归
市、并严格控制活禽的销售。”温泉农
贸大市场相关负责人说，还从加强对
农贸市场环境卫生和秩序管理、农产
品药物残留超标检测工作、消防安全
及消防设施的整治等方面着手，还农
贸市场一个整洁有序的状态。

文明出行意识增

“不能横穿马路，请走人行道。”
“请带好头盔，安全驾驶”……这是市
工商局工作人员冯伟在当文明志愿
者时常说的话。

“自从带上那个红袖套，就感觉
自己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平时生活
中除自我约束外，还会向家人宣传文
明出行的理念。”冯伟说。

如今，在市区人行道旁，常常看
到民警及志愿者现场劝导闯红灯、逆
行、越线、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交通

违法行为。他们还向广大交通参与
者现场讲解交通安全知识，积极宣传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提高广大群
众交通安全意识，推动“创文”工作不
断前行。

让市民体会文明出行的重要性
不止于此。开放式的公园处处标识
着文明标语，时刻提醒着市民要约束
行为，争做文明咸宁人；人行道两头、
公交车站台等地，挂着“行人不闯红
灯，车辆礼让行人”的文明提示牌，提

醒、纠正不文明行为，引导市民参与
“创文”工作中。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让老百姓受益。

为了方便老百姓出行，不断修复
路面、增补更换雨污水井盖，更是积
极开展“创文”市容市貌维护行动的
体现。

近期，城区许多条道路都进行了
改造，皆是以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增
进人民群众福祉为目标。

全国文明城市是城市综合类
评比中最高荣誉，也是最具价值
的城市品牌，反映了一个城市的
整体文明水平。创建文明城市
既需要各级各部门严格要求、认

真落实，更需要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其中。只有将群众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让其贯穿于“创文”的
整个环节中，将文明的理念带进
家庭、社区、校园，才能真正做到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树立新的风
尚。

咸宁的“创文”脚步不会停
歇，咸宁的城市面貌也会越来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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