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建筑物电梯的快速增长，电梯安全
成为关注的焦点。

日前，市政府出台《咸宁市电梯安全管理
办法》，加强和完善我市电梯安全监管，预防
和减少电梯安全事故，确保电梯安全运行，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家里的毛巾用了段时间，想要清洗，
怎样可以清洗干净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资深家政
人员赵女士分享了几点清洗毛巾的小
技巧。

毛巾用久了，常常会又湿又黏，有
股怪味，且用肥皂越洗越黏。如果用盐
来搓洗，再用清水冲净，可使毛巾清洁
如新，且没有异味。

将洗涤剂溶液或者洗洁精溶液烧
沸，把毛巾放入煮10分钟后捞出，用清
水漂净，再晾干即可清洁，也可消除异
味。建议居民挑选纯棉材质的毛巾，不
仅有抗菌除螨的功效，吸水控水也不
错。

如果毛巾使用久了变硬，将毛巾放
入洗衣粉溶液或纯碱溶液中，煮沸10-
15分钟后，取出毛巾用清水漂净，毛巾
就会变得柔软如初了。

可以将家中的淘米水存着，把毛巾
浸泡在淘米水中，约10分钟以后，毛巾
就会出现蓬松柔软的效果，而且淘米水
有良好的去污渍能力。

在盆中倒入适量清水，挤入牙膏搅
拌一下，让牙膏充分溶解，再把脏毛巾
放入盆中完全浸湿，加入适量的食盐，浸
泡3分钟后，加入几滴洗衣液搓洗，最后用
清水冲洗干净即可。

（咸宁日报全媒
体 记 者 陈 希 子
整理）

如何清洗毛巾 如何选购凉席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乐见其成”

咨询，五一过后，天气渐热，凉席马上就
能派上用场了，但市面上的凉席种类繁
多，如何才能买到适合自己的？

【记者打听】近日，在城区经营一家家
居用品公司的刘经理表示，凉席的种类繁
多，目前市场销售有竹凉席、麻将凉席、藤
席、竹炭席、亚麻席及牛皮凉席。消费者
选购凉席可根据不同喜好选择不同种类。

要想凉快首选竹凉席，但是竹凉席
不适合空调房使用，因为室内温度越低，
竹凉席就越凉，容易着凉。

麻将凉席可以
随意折叠，便于收
藏，但在购买时要注
意连接竹块的绳子

是否结实，否则可能经不起长期的摩擦
而断掉。

藤席柔软舒适，容易折叠保存。但
在选购时一定要仔细鉴别，避免买到仿
制藤席。

如果觉得竹凉席太凉，可以选用竹
炭席，经过处理的竹炭席没有竹凉席那
么凉，还可以除臭防菌、吸湿，保养简单，
经常用湿毛巾擦拭即可，没必要用水洗。

如果是老人用，可以选择亚麻席，亚
麻席透气性好，材质柔软，还可以水洗，
更容易保存。

牛皮凉席透气吸汗性能极佳，舒适
性很高，但保养时不要阳光直接暴晒，也
不要水洗折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办法》还对电梯更新、运行维护等费
用进行了规定。

电梯更新、改造、修理、日常运行维护
费用由电梯所有权人承担。物业服务企
业为住宅小区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的，电梯
运行维护费用由电梯所有权人与物业服
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电梯运行维护费用于电梯日常管理、
保险、维护保养、检验、检测和安全评估等
支出。电梯运行维护费应当单独设账、专
款专用，出现结余的，应当结转使用，不得
挪作他用。电梯运行维护费的收支情况，
应当每半年1次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

位置进行公示。
住宅小区电梯需要修理、改造、更新

的，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和业主委员会应当
及时组织落实所需资金，业主应当履行资
金筹集义务。

其中，已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按
照规定程序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

相关业主对费用承担有约定的，按照
约定承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由相关业主按照有关规定协商解决。街
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协助组织
相关业主筹集落实资金。

住宅电梯故障危及人身安全，不采取

重大修理、改造或者更新难以消除隐患
的，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先行采取紧急
措施，已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同时
向所在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主管部门提
出资金申请报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主管
部门应当及时核准，在专项维修资金中列
支维修和更新改造资金。

未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的，所在地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电梯使用
管理单位、业主代表和相关政府部门共同
确定电梯修理、改造或者更新方案和费用
筹集方案。

此外，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建立电梯
运行维护改造更新制度，将电梯公共广告
费用和政府减免的电梯检验费用优先用
于电梯运行维护修理改造，单独设账、专
款专用。

配套政策保证电梯运行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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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民生 渣土车扰民谁来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
发帖反映，咸安马桥与城区结合的地方，有人
日夜倾倒渣土，扰民不断，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帮助解决，为居民营造安静的居住环境。

该网民介绍，他居住在马桥镇皇庭官
邸小区，小区附近有一处待开发的工地，两
周前，工地上开始有渣土车进进出出，日夜
不停的倒渣土。“晚上几乎没办法睡，晴天
的时候，家里灰尘特别多，严重影响小区居
民的生活。”

他想咨询，这些渣土车在此处倒渣土
是否有相关的证件？是否合法？

随后，又有多位市民致电本报反映此
事。市民李先生、叶女士表示，在该小区附
近倾倒渣土是否需要通过相关部门的许
可？如果得到许可是否应在倒渣土的附近
竖立相关的牌子或以书面形式告知附近居
民？是否应该有相应的降尘等防止环境污
染的措施？如果没有相关许可证应该如何
处理？

9日，记者来到皇庭官邸小区，市民所
反映的工地就在附近不远处。记者发现该
工地还处于未开发状态，除了杂草丛生以
外，全新的渣土堆放处格外惹眼，附近没有

任何的设施设备表明这里为某个工地的渣
土倾倒处，但现场渣土被堆得到处都是，有
的像座小山，有的则随意平铺在地上比地
面高出半米多。

附近一居民介绍，渣土车大多数都是
夜间来此倒渣土，进出的车辆轰鸣声很大，
灰尘很大，现场没有任何降尘措施。

记者随后拨通了市城管执法委的
12319投诉电话。市城管执法委12319投
诉平台相关负责人回复称，此事已交由咸安
区城市管理执法局马桥中队具体负责，队
员们将尽快到达该现场，就此事进行督办。

中午11时，市城管执法委相关负责人
回电称，该委已就此事进行了处理：首先已
严控了城区往马桥方向的运送渣土车辆，
杜绝随意倾倒渣土行为；其次该委会跟踪
了解此事，因为倒渣土存在随机性，将进一
步查处源头，找到渣土车队的出处，了解该
渣土车队倾倒渣土行为是否有相关许可
证，是否违规，是否登记在册后，再做进一
步的处理。

市城管执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旦
查出该倒渣土的工程车队有非法倒渣土行
为，将按照规定进行处罚。

电梯运行，如何按下“安全键”？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责任清单”按下电梯运行“安全键”

为了加强电梯安全管理，日前，市政
府出台《咸宁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主要从电梯制造、安装、维
护、使用、检验和部门监管等方面，明确了
各环节的主体责任，明晰了“责任清单”。

《办法》规定，使用管理单位应当履
行电梯安全管理义务，对电梯安全负
责。住宅小区实施前期物业管理，且尚
未移交给业主委员会的，该房屋开发商

(或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为电梯使用
管理单位。

业主委员会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
电梯的，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为电梯使
用管理单位。未委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
的电梯，属于单一产权所有者的，该产权
所有者为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属于多个产
权所有者的，由其协商明确其中一个产权
所有者为电梯使用管理单位。

出租配有电梯的场所，租赁合同中应
当约定电梯使用管理单位；未约定的，电
梯所有权人为电梯使用管理单位。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无法确定的，电梯
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
督促所有权人明确或者指定使用管理单
位，村（居）民委员会、乡镇安监机构应当
协助落实管理责任。

电梯未明确使用管理单位，无法落实

使用安全管理责任的，该电梯不得使用。
使用管理单位应当使用取得生产许

可并经检验合格的电梯，履行制定电梯使
用安全管理制度、张贴规定的标志标识并
保持其完好、组织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和专
业救援机构实施救援、与电梯维护保养单
位签订维护保养合同、加强日常安全检
查、建立并长期保存电梯安全技术档案等
安全管理义务。

电梯快速增长带来安全隐患

“去年小区电梯反反复复出现故障，
要么关在里面出不来，要么按键按不动，
要么运行时异响很大。”家住咸安一高层
小区的杨女士表示。

“今年好一点。”与杨女士同一小区居
住的谢女士表示，去年上半年，丈夫某一
次坐电梯时，电梯直接下坠。“虽然电梯故
障一般能及时修复，但还是让人觉得害
怕。”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电梯出现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
面。

部分乘客对电梯性能不了解，使用不
当。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部分乘客缺乏安
全文明乘梯意识，乘坐电梯时，存在硬性
阻挡门、乱跑乱跳、强力扒门甚至踢门砸
门等现象；部分乘客经常将客梯当作货梯
使用，在未做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运

送沙子、水泥、瓷砖等装修材料，导致电梯
出现超载和垃圾堵塞等情况，都极易对电
梯造成损伤，造成潜在隐患，从而引起电
梯故障和事故发生。

部分电梯使用管理单位未尽到安全
管理义务。比如，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每
日巡查电梯，有的使用管理单位未按照要
求进行巡查；有的电梯机房需要装空调，
以保证机房恒温，因为机房长期高温运

作，设备容易出现故障，从而引起电梯故
障，但有的电梯使用管理单位为了省钱，
未给机房安装空调。

近年来，我市电梯以每年15%以上的
速度增长，截至2018年，全市在用电梯已
达7900余台。随着电梯使用范围的快速
扩大、乘坐人员越来越广泛、安全责任主
体越来越多元，电梯安全使用管理和监督
监察中的新问题、新矛盾日益突出。

居民自来水烧开后有“水垢”？
部门：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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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他是咸安区贺胜桥镇居
民，镇上现用的自来水烧开后，有白色漂浮物和沉淀，
想知道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影响？

对此，贺胜桥镇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调
查，贺胜桥镇现用的自来水由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王英水厂供水。王英水厂的取水水源为王英水库，库
区属典型岩溶地貌，原水中含有较多钙、镁等矿物质，
由于水厂的净水工艺难以去除水体本身含有的各类
矿物质，当自来水烧开后，感官上会看到漂浮和沉淀
的白色“水垢”。

经检测，自来水“水垢”的主要成分为钙和镁的碳酸
盐，而钙和镁都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因此，符合国标
的自来水，“水垢”本质上对人体是有益而无害的。

在自来水水质评价方面，能反映自来水水垢的指
标为总硬度。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2006明确规定，自来水总硬度限值为≤450mg/L。据
了解，近两年来，咸宁联合水务王英水厂所供自来水
的总硬度含量在130-200mg/L之间，完全符合国标
限值要求，属于中性偏软水质，因此，“水垢”不会影响
人体健康。

对于“水垢”引起的感官上的不适，在烧水前，可
向自来水中加入微量的食用白醋，即可消除烧开后的

“水垢”现象。

医保卡难买常用药
部门：已详细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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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去咸安区多家医保定
点医院使用医保卡买药，发现一些药买不了，包括部
分常用药，想咨询咸安区医保服务窗口，电话也没有
接通。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医疗保障局高度重视并
迅速核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根据《湖北省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药
品目录》）的规定，不在《药品目录》的药品不得列入医
疗保险基金报销范围。定点医药机构中流通的部分
药品因属于《药品目录》外药品，因此不能使用社会保
障卡个人账户资金支付。

根据《关于调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
功能的通知》的规定，咸宁市目前已经放宽个人账户
使用范围，个人账户资金可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
购买药品、食健字号的保健食品、经卫生部门批准的
消杀类产品、家用医疗器械及耗材的费用。限于医疗
机构就医需实名制、信息系统管理需要等原因，目前
参保人员不能用个人账户资金为家属支付医疗费用。

关于咸安区医保服务窗口电话打不通的问题，市
医疗保障局迅速责成咸安区医疗保障局认真整改，通过
网站、12333热线、服务大厅等渠道公开医保各业务服务
窗口电话，确保对外咨询电话在工作时间有人接听。

公积金如何缴存使用？
部门：已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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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通城县户籍的灵活就
业人员，已根据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办法成功申
请了住房公积金。假设他每月缴存1000元，买房用
公积金贷款后每月还2000元，请问每月缴存的公积
金，是否可以立即抵扣贷款所需还的钱？如果不能抵
扣，请问贷款后是否可以提取公积金用来还贷款？

随后，记者就此事向相关部门咨询。通城县住房
公积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咸宁市灵活就
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中灵
活就业人员开户的缴存基数，必须根据本人近6个月
的收入流水来核定。贷款的偿还额必须根据本人申
请的贷款金额与贷款年限来决定，每月缴存的公积金
可根据《偿还住房公积金购房抵押贷款本息提取住房
公积金》来执行。所以每月缴存的公积金是不可以立
即抵扣贷款所需还的钱的。

根据《咸宁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文件，自
贷款发放之日起申请人提出申请，正常还款一年以
后，申请人每年可申请一次提取还贷，而提取额度不
超过上一年度已还贷款本息合计额，且不超过上年度
的缴存金额。

土地使用权续期如何办理？
部门：按规定办理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自家在咸安区妇幼保健院附近有
一幢私房，土地面积190平米，建筑面积650平米，共4
层楼。2010年办理的土地证和房产证，明年就要到期
了。想知道如何续期剩下的60年，是否收取费用？

对此，咸安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称，关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到期如何办理续期及相
关费用的问题，首先要看该房屋是否被纳入到政府近年
来的棚户区改造范围，如被纳入，则只能维持现状，不予
受理。

如不在棚户区改造范围，根据咸宁城区不动产登
记管理的规定，只能向市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窗口申
请受理。依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住宅用地最高出让年限为70
年。按规定可以申请将该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年限由
10年续期至70年。续期程序：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
出续期申请，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委托有评估资质
的机构对该宗地进行土地评估，缴纳土地出让金及相
关税费，由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