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市面上的洗衣机品种繁多，怎样可
以正确选购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家用电器
店经理姚先生分享了几点选购洗衣机
的小技巧。

建议居民选购一些正规、质量好、
信誉度高的品牌，因为这些品牌的产品
一般都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技术监测，
安全性能良好，洗净比、脱水率、磨损
率、噪声等符合国家标准。

滚筒洗衣机模拟手搓，洗净度均
匀、磨损率低，衣服不易缠绕。波轮洗
衣机洗净度比滚筒洗衣机高10%，自然
其磨损率也比滚筒洗衣机高10%。波
轮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的洗净比大于
0.7%，波轮洗衣机磨损率小于0.15%，
滚筒洗衣机小于0.10%。

滚 筒 洗 衣 机 洗 涤 功 率 一 般 在

200W左右，如果水温加到60℃，一般
洗一次衣服要1个小时以上。相比之
下，波轮洗衣机的功率一般在400W左
右，洗一次衣服最多只需要40分钟。
在用水量上，滚筒洗衣机约为波轮洗衣
机的40%—50%。

一般噪声小的洗衣机，都采用直流
永磁无刷电机直接驱动，有效地防止了
噪声的产生，消除了传统洗衣机因机械
转动所带来的噪声，而且比采用交流电
机节电50%。一般说来，噪声越低、无
故障运行时间越长，洗衣机的质量就越
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选购洗衣机 如何选购电风扇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蔷薇”咨询，

入夏后，准备给家里添置几台电风扇，不
知道什么样的质量高，不容易出现故障，
该如何正确选购呢？

【记者打听】在咸宁苏宁易购工作了
两年的刘捷分享了几点选购电风扇的小
技巧。

看电风扇核心部件电机。电机的核
心部件是机芯，纯铜机芯导磁率最高、衰
减系数小，寿命最长、造价最贵，其次是
铜包铝。看电容配置，家用电风扇的电
容量值越小，说明电机启动电流越小，越
节能，电机的性能相对越稳定；另外，额
定电压值越大，电容的耐电压冲击能力
越强，电机性能相对会更稳定。

看电风扇能效等级。在选购时，要
关注能效标识贴，上面有品牌、型号、能
效等级等信息。

看电风扇的功能配置。风叶内直

径越大，风叶切割空气产生的风量就越
大；扭角度越大切风越硬，吹出来的风
硬度也大；风叶片数越多切风越密集，
风效更柔和，风量更稳定。一般五风叶
的风量大、风效柔和，三风叶风速大、风
效较硬。

看电风扇风叶材质好坏。电风扇
风叶材质有 PP新料、AS新料及回料
（后期回收的）。鉴别是回料还是环保
材料的方法是看风叶有无可回收利用
标识，如果有可回收标识，说明材料为
环保新料。

看品牌的专业性及规模。品牌特指
专业性品牌，品牌不是越大越好，深度了
解这个品牌的支柱性产品是什么，了解
品牌的售后服务网点及健全度，作为购
买参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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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民生

随着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热潮的掀
起，公园环境越来越优越，市民休闲游玩越
来越舒心。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
市民只顾自己玩得开心，随意丢垃圾、践踏
草坪、折损花木、随意攀爬等，不文明行为
随处可见。

16日，记者在十六潭公园的喷泉广场
看到，有几位小孩子把斜坡当作“滑滑梯”，
嬉戏打闹，旁边的游客纷纷躲避。其中一
位小孩子由于下滑速度过快，背部挫伤，脚
也扭伤了,记者询问其家长为何不约束一
下孩子时，家长表示，“出来玩，也没想那么
多。”

在梓山湖玫瑰园，一些市民放着幽径
小道不走，在花丛中穿行拍照，甚至有家长
带着小孩在里面乱窜、摘花，随意践踏草
坪、折损花木，而旁边就是“禁止进入”的标
识牌。同样，在玫瑰园的斜坡处，两个中年
妇女边磕瓜子边聊天，脚下一地瓜子壳；不
远处，一名年轻男子爬上树干摆造型，并用
力摇动树枝干。

记者走访中发现，这类不文明的行为
随处可见。

走访中，不少市民表示，只有增强自觉
意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不文明行为的发
生。

市民刘女士说："让孩子不随意攀爬，
主要靠家长的正确引导。”

针对随意丢垃圾现象，王女士表示，
“垃圾随意扔到草坪上或地上，这是不文明
的表现，没有文明的意识。相关部门应加
大这方面的宣传引导，增强市民文明自觉
意识。”

“我们从早上 8点扫到下午 6点，来
回好几趟。前面刚打扫了，后面垃圾又
有了。特别是地上的食物油渍，很难清
理。要是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工
作量也没有那么大。”负责潜山国家森林
公园清洁工作的林阿姨对此表示很无

奈。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

针对随意攀爬的行为表示，“在一些高地或
雕塑旁，我们都会设置‘严禁攀爬’标识
牌。同时，发现有孩子攀爬行为，除了教育
孩子外，也会提醒家长照看好自己的孩子
不要随意攀爬。”

对于那些践踏草坪和折损花木的行
为，市民王先生说：“每个人的素质有高低，
大部分游客还是很有素质的。对于个别人
的不自觉，大家不能视而不见，要敢于上前
制止，互相监督，这样，我们才能告别不文
明行为。”

怎样告别不文明行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如何让执法更有“温度”？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通讯员 梁耀

探索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5月10日，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印发《咸宁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
违法行为免罚清单》（以下简称《免罚清
单》），这是我省首个由司法部门、市场监
管部门联合建立的市场领域轻微违法违
规行为容错机制。

为什么要出台《免罚清单》？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实践中，大部分轻微违法行为的主体都是
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大都设立时间不
长，合规意识和能力较弱，初次违法很多
都是无心之失。对于初创企业、小微企业
来说，轻微违法后的一个行政处罚，很可
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扼杀一

个初创企业的未来。
同时，对于轻微违法行为，不少一线

行政执法人员“不会”也“不敢”给予免罚
处理。在缺乏明确的制度依据的情况下，
一方面，执法人员在具体案件中会面临

“怎样的情形才构成违法行为轻微”的困
惑；另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担忧“不予处

罚”会被标签为“行政不作为”。
相关负责人表示，《免罚清单》的出

台，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执法理念的具
体实践，是建立我市市场领域轻微违法违
规行为容错机制的一个探索，是我市市场
监管实现由刚性监管向差异化监管、柔性
监管、适度监管的一个转变。

日前，《咸宁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
法行为免罚清单》出台，这是我市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探索推进包容审慎监管，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又一重要举
措。将进一步激发我市企业市场活力，
让企业真正感受到“有温度的执法”。

新闻追问
问监管

免罚清单不是“一免了之”

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
营活动。以往，市场监管部门会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下
的罚款。如今，根据《免罚清单》，只要经
营者在立案调查前已提交申请营业执照
材料并通过审核的，可能将会免于处罚。

企业取得药品广告批准文号，但在发
布广告时未标明。以往，市场主体可能会
被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如今，根据《免罚
清单》，可能也将免于处罚。

……

《免罚清单》也不是“一免了之”。《免
罚清单》明确规定，对市场监管领域轻微
违法行为，未涉及人身健康和安全的事项
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以纠正违法行为、督促守
法经营为目的，凡规定有责令改正等行
政措施的，应当运用责令改正等行政措
施；属于首次轻微违法、具有可罚可不罚
自由裁量情形的，应当尽可能采取对当
事人损害最小的方式实现法律目的，不
予处罚，实现行政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相统一。对不予处罚的当事人，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通过批评教育、指导
约谈等措施,促进经营者依法合规开展
经营活动。

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营者首次违法被
免罚后，相关工作人员会对其提出告诫或
者警示要求其改正。如拒不改正的，工作
人员还是会依法对其进行处罚的。因此，
《免罚清单》的推出不可能造成经营者放
手去违法的现象。《免罚清单》将进一步激
发我市企业市场活力，让企业真正感受到

“有温度的执法”。

《免罚清单》内容包括广告发布、产品
包装、企业登记、计量器具、认证机构等领
域，对50项轻微违规行为进行了规定。如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
(三)项,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
佳”等用语,但广告是在广告主自有经营
场所或者互联网自媒体发布,且属于首次
被发现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

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 公司未依法办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责令限期登记后及
时登记的。

《免罚清单》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伙企业法》《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发布标
准》《湖北省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等相

关法律规定为依据，结合我市市场监管工
作实际而制定的。

《免罚清单》是在法律框架下对行政
执法裁量权的细化。通过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和近30部单行法律法规
规章进行梳理，《免罚清单》对违法行为进
行了更加精细地划分，用清晰列明的免罚
事项给执法人员以明确指引，从而提高执

法效能，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相关负责人介绍，《免罚清单》在起草

过程中，始终坚持包容审慎的基本原则，
既要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将确实属于情节
轻微、依法依规可免罚的违法违规行为具
体化、标准化，又不能让出台后的《免罚清
单》成为企业自以为可以逃避处罚的借
口。

50项轻微违规行为免罚

养殖创业是否有扶持政策
部门：有稻田养虾相关产业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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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外地一家企业
工作了5年，想回咸宁发展，主要想做养殖创业方
面，想知道是否有扶持政策？什么部门能够提供
帮助？

对此，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
小龙虾养殖是我市水产养殖的热门之一，咸安区
去年出台了稻田养虾相关的产业扶持政策，但养
殖规模要大于100亩，具体政策网民可咨询咸安
区水产局。

我市共有水域面积151.5万亩（含长江水域），
可养水面99.03万亩。小龙虾、青蛙养殖都属于特
色水产养殖，对技术、经验都有一定要求，尤其是小
龙虾，近年来存在苗种短缺和价格波动的问题，在创
业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相关风险，结合自己所在地
区的实际、养殖情况做出选择，不可盲目跟风。农业
虽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不是赚快钱的行业，需要
长期坚持和不断学习。具体养殖技术的培训和指导
可咨询市水产局、市畜牧局等。

物业不让更换入户门颜色
部门：已责令物业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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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嘉鱼县嘉庭小区
的一名业主，开发商安装的入户防盗门质量差，自己
买了质量好的入户防盗门，但物业不让安装，物业理
由是颜色要与开发商安装的颜色一样。

“不改变外观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改变了自家
门的颜色，这也遭到阻拦。”该网民质疑物业的规定
是否合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嘉鱼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嘉庭小区开发商房屋建成
后给每户安装了深红色入户防盗门，部分业主根据
个人的喜好，在房屋装修期间更换了同色的入户防
盗门。该网民在装修期间选取了其他颜色的入户防
盗门准备更换，物业予以制止。

《物业管理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业主
自行更换开户商安装的入户防盗门，嘉庭小区物业
为了小区的整体性和美观性，要求业主不可以私自
更换不同颜色的入户防盗门。

根据调查结果，该局责令嘉庭小区物业公司对
该网民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与其协商，该网民同意
更换统一颜色的入户防盗门。同时，该局要求物业
公司注意管理方法，要求从服务广大业主的角度出
发，改进物业管理方式方法，多与业主进行沟通，提
高服务质量。

烧烤店占道经营
部门：已下达整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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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桂路190号楼下有烧烤
店每晚占道经营。

该网民称，有 5、6家烧烤店，将烧烤架放在
路边，有的油烟直排，不仅影响行人，附近的住
户也不能随意开窗；每晚餐桌摆在路边，有时客
人大声喧哗，影响附近住户的正常生活；烧烤店
内使用的煤气罐放在门面房内也有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为居民创造一个优
良的生活环境。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城管执法委回复：经
调查，银桂路190号楼下“伟伟美食烧烤店”及周边
烧烤店确实存在一定的占道经营问题。该网民反映
的油烟直排问题是“兰州拉面”店面行为，已对该店
下达整改通知书。

针对占道经营问题，执法人员已上门要求进行
整改，并依法对烧烤店下达整改通知书。同时加大
错时管理力度，安排专人蹲点值守，制止违章占道经
营行为。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委将继续加大监督力度，加
强后续管理，维护城市市容秩序。

梅家咀天然气何时通
部门：燃气管道已在供气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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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梅家咀片区何时
可以开通天然气？

该网民称，自己是梅家咀片区居民，片区没有通
天然气，日常生活只能使用罐装煤气，不仅使用繁
琐，而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片区有很多大型社区，
有不少居民居住，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考虑开通该片
区的天然气。

对此，咸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城区管道燃气主管部门为市住建局燃气办，城区
燃气特许经营单位为中石油昆仑燃气公司，区行政
服务中心设立居民燃气使用报装受理窗口。

经调查，梅家咀片区燃气管道已在中石油昆仑
燃气供气范围。据昆仑燃气市场经营工作人员反
映，梅家咀片区居民尚未到公司报装受理窗口进行
申报，由于目前报装属于预算制，需要根据报装情况
制定相关管线延伸方案，所以也不存在未到达相关
比例不予报装的情况。

片区居民可到相关窗口集体报装，具体问题可咨
询咸安区住建局燃气管理办公室，电话 0715-
8367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