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追问
问小区

咸安区温泉办事处桂花路社区银泉
名座小区曾经是一个居民多样化需求难
满足的小区，而今成为了让人羡慕的温
馨家园。

银泉名座是如何实现的呢？10日，
桂花路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波表示：“党支
部的成立对小区的自治管理起到了关键
作用，‘红色驿站’的建成为居民提供了
周到的服务。”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炎炎夏日，室内如何能科学降温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家居装修店董
经理分享了几点室内降温的小技巧。

户外空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可以把
家里的窗帘浸湿，或者在窗口处挂上湿
的浴巾，在水分蒸发的时候，吹进屋子
里的风会清凉一些。窗帘的颜色尽量
选择浅色，材质选择反射性强一些的，
可以将近一半的热量挡在窗外。

保持房间里的通风换气，做好通风
后，可以拖地，有利于带走地面上的热
量。也可以在电风扇前放一大碗冰，随着
冰块的融化、蒸发，可以使室内凉爽很多。

烈日照射下，种植植物后的屋顶表
面温度，与没有种植植物的屋顶温差甚
至可达到20度。如果家住顶楼，可以

种些绿色植物，减少屋顶吸收阳光的热
量，进而有效降低室内的温度。

电器在使用过程中会散发热量，因
此尽量避免多种电器同时使用，最好不
要将大型电器摆放在一起，比如，空调
不建议放在电视机旁边。

布料、皮革和其他材质家具在夏天
会让人感到闷热。形状简单、颜色凉爽
的铁艺、藤条和玻璃家具，不仅在视觉
和心理上让人觉得凉爽，而且能够吸收
一些室内热量，帮助降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夏季室内如何降温首次看房需要注意什么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梨子”咨询，

第一次看房没有什么经验，想知道需要
注意什么？

【记者打听】温泉某房地产工作人员
王女士分享了第一次看房的几大技巧。

看房前，首先应该评估自己的经济
能力。经济能力包括目前的收入，未来
的工作发展状况以及职业安排等。根据
经济能力估算出能出多少钱付首付，每
个月的月供可以承担多少。

确定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多数情
况下，新房的优势在于房龄低、户型好、
小区环境好、无交易税费；二手房的优势
则在于品质看得见、学区确定、可立即入
住、价格实惠等。

看房时，先看楼盘周边。看周边环
境与网上的资料、自己预期的差距大不

大，其次看各栋楼的实际方位、楼间距
等，看是否会影响到房子的视野、采光、
通风、隐私等。

看户型、朝向。户型方正是好户型
的第一要素，简而言之就是整体方正、
纵深比合理、动静区分界明显等。选朝
向时，朝南的房子是最优选；其次是朝
东南，早上可以晒到太阳；再次是朝西
南，中午阳光还可以，但下午会西晒；最
次的是朝北，几乎全天无阳光直射进
户。

看房后要记录下重要信息。把地
点、楼层、户型、面积、价格、车位等自己
觉得重要的信息一一列出来，以便后期
进行对比。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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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民“豆浆加油条”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超市突然关门歇业，
但手上的购物卡里还有钱没有用完，应该
怎么办？

该网民反映，他居住在温泉城区红旗
路中学附近，去年下半年，先后在位于温泉
潜山商业街的好又多超市和宏大城市广场
的麦盟超市办了一张500元、一张1000元
的购物卡。近段时间，他发现这两家超市
先后关门了。

该网民随后向平台反映说，“好又多超
市歇业已有一个多月，不见重新开门。麦
盟超市也不知道搬哪去了。两家超市的购
物卡内都还有余额未花完，应该怎么办？”

记者随后与相关部门取得了联系。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局得知此事后，已派专人负责与该网

民取得联系，并到涉事超市现场进行了调
查。

调查结果显示：因为消防不达标，好又
多超市被勒令整改，关门歇业。然而，离预
期的整改时间已过去1个多月了，超市仍
处于关门状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多方联系超市负责人，协商解决办法。
据超市负责人表示，等消防达标后，超市便
会重新开业，购物卡内余额可等到那时再
来消费。

随后，该局工作人员又联系了麦盟超
市负责人吴某。在了解事情经过后，吴某
承诺，位于宏大市场内的麦盟超市关门后，
不会影响持卡市民的正常消费。市民可凭
原购物卡在全市其他7家麦盟连锁超市购
物并积分。

据介绍，近年来，预付卡式消费在餐

饮、美容美发、健身、照相等行业广泛使用，
虽然具有一定的便利性和价格优惠，但背
后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经营主体不合
法、恶意欺诈、霸王条款等问题屡见不鲜，
投诉量与日俱增，消费者维权难以保障。

为此，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预付卡消费
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预付卡式消费
时，谨慎选择商家、理性卡内充费、签订书
面合同、保存发票证据。一旦发生消费纠
纷，消费者可根据相关证据追索相应赔偿，
寻找相关部门的帮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超市关门歇业，购物卡余额怎么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问消费

红色驿站为什么“红”？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通讯员 吕佳忠

党支部解决小区难题

“党建引领促发展 红色服务暖民
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倡议书”“小区居民公约”

“志愿服务精神”……10日，记者走进
银泉名座小区，一条50米的宣传长廊
映入眼帘。小区内环境干净整洁，电
动车按划线停放整齐……

银泉名座小区于2017年6月建
成，现住人口1100余人。这里的环
境曾一度让居民诟病：小区杂草半人
高，绿植屡遭破坏，多处卫生死角无
人清理，电动车乱停放，围墙外有一
化粪池脏水渗漏进小区。

变化缘自成立了党支部。

“成立党支部初衷就是希望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服务水平、
促进邻里和睦、引导居民自治。”桂花
路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波表示，银泉名
座小区党支部在今年4月成立，由3
人组成党支部委员会，党支部办公室
由一名支部委员每天八小时办公制，
负责小区的日常管理、活动阵地的使
用、听取居民意见及汇总、沟通协调
相关事宜。选出5名楼栋党小组长，
10名党员中心户，建立了小区党支部
——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
组织架构，每周定期上门，定期召开
会议，定期解决问题开展工作。

在党支部引领带头下，杂草清除
了，花木修剪了，环境卫生清理了，乱
停乱放的电动车停放整齐了……小
区迎来大变样。

王波表示：“面对小区居民的诉
求和问题，党支部担当头雁角色，发
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做到每件事情
都有人管，问题解决有着落。”

一支部委员介绍，3栋2楼的胡女
士基本不在此小区居住，此前厨房长期
漏水不管，物业联系也不来处理。党支
部成立后，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迅速
与胡女士联系。胡女士回小区看到变
化后，很快自己就把漏水解决了。

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

银泉名座小区不仅成立了党支
部，社区经过精心规划、设计、布局，
投入资金约15万元，在5月初完成
了小区党支部阵地“红色驿站”的建
设。

为解决小区没有休闲、学习、娱乐
等室内场所，“红色驿站”按照小区不
同年龄段居民的需求，突出各功能活
动室的主题与服务特色，建成了谈心
说事室、志愿服务站、图书室、四点半
学校、儿童之家、书画苑、老年活动室。

其中，“谈心说事室”主要是让居
民有地方诉烦恼、谈意见、提建议，

“四点半学校”是为丰富小区未成年
人的校外文化生活，解决未成年人放
学后，家长不能及时监护、教育、管理
等情况，以及节假日的失管失教问
题。

“红色驿站”制定了从周一到周
日的服务日程安排，涵盖了医疗卫
生、法律咨询、物业服务、消防安全、
工程维修、志愿活动、亲子教育、文化
娱乐等服务项目。

为满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小区党支部在社区的帮助下，引进了
系列活动。比如，“红色电影进小

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激发爱国主
义情怀；“送健康义诊活动”，免费为
居民量血压、测血糖，提供中医药健
康咨询；“防范火灾与消防安全知识
讲解”，增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应
急处理能力；“周末亲子教育与手工
品制作”，引导孩子学娱结合，促进亲
子间的互动沟通。

小区还开展了“党员认养林”“党
员示范带”亮党员身份活动，组织了

“最美家庭”“最美媳妇”“最美管家”
“最美义工”等评选，开展了“幸福笑
脸”“好人好事”等创建活动。

居民幸福感不断提升

“每天孙女都要拉着我过来。”以
前小区没有休闲、娱乐场所，胡文萍只
有带着4岁的孙女，每天在路边、超市
逛一下。如今，孙女在“儿童之家”玩
乐，胡文萍可以在几米远处的健身场
地健身。

在“儿童之家”，71岁的王圣林坐
在小椅子上看书，3岁的孙子在一边
玩滑滑梯。“服务挺周到的，有椅子、
饮水机、图书还有厕所等。”王圣林表
示。

61岁的张良桂表示，每天5点左

右他都会带着1岁半的孙女在小区内
逛逛，逛累了却找不到休息的地方。
如今，小区内添置了长凳，累了随时可
以坐着休息一会。

“邻里关系感觉和谐了。”张良桂
表示，以前居民都难以见上面，如今大
家都不约而同来到“红色驿站”。有时
孩子在“儿童之家”玩乐，大人们在旁
边或在外面长凳上坐着聊天，拉近了
邻里之间的距离。而且“红色驿站”定
期与不定期开展活动，端午节就开展
了以“情浓端午，邻里‘粽’情”为主题

的活动。“与邻里一起包粽子，共度节
日，感觉很新鲜。”

在咸宁市第三小学读二年级的付
子轩和李建达放学后就直接来到图书
室写作业、看书。“在这里很开心。”李
建达表示，他放学回家，父母还没有回
来，一个人在家感觉很孤单。现在好
了，每天放学后就和朋友一起来“图书
室”。

……
采访中，居民表示小区变得更好

了，幸福感不断提升……

申报病退有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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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一名普通职工，身
患慢性亚加急性肝衰竭及重度病毒性乙型肝炎，失
去了劳动能力，想要申报病退，不知道需要具备哪些
条件。

对此，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过程
中做好职工信息认定工作的通知》相关规定，申报因
病提前退休的职工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经原县级
以上劳动（人事）部门办理过正式招收（录用）手续；
因病或非因公致残，经市州级以上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男年满50周岁、女
年满45周岁。

目前，我市办理因病提前退休具体流程为：每年
4月、10月由本人向所在县级人社部门书面申请（市
直的向市人社局申请）；每年5月、11月组织申请人员
体检确认；每年6月、12月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开
展劳动能力评审；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后可办理因病提前退休手续。2019
年劳动能力鉴定评审将在本月底进行，评审后再根
据评审结果确定是否可以办理因病提前退休手续。

一小区内违法搭棚
部门：已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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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鱼水路阳光家
园16栋一楼后面私人违建严重，随意在墙上开门，
一些住户的水表被圈在里面。向物业反映，也没有
解决。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咸安区城乡管理执法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调查，鱼水路阳光家园小区确实
存在5处违建棚，其中一户于2012年搭建，其余四
户于今年5月搭建，搭建面积共约25平方米。

针对该小区违法搭棚的行为，区城乡管理执法
局永安执法中队联合永安办事处北正街社区实地进
行了调查，并向相关户主下达了违法建设事实告知
书和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要求其限期自行拆
除。如在规定期限内未能自行拆除完毕，区城乡管
理执法局将联合永安办事处对该小区内违法搭建的
铁棚全部予以拆除。

垃圾就地焚烧扰民
部门：加大巡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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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万年街党校附近最
近总是下午3点开始燃烧垃圾，烟尘到处飞扬，严重
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处理。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城管执法委高度重视，
相关工作人员回复，接到投诉后，已迅速安排市环卫
局温泉环卫处相关管理考核人员前往现场了解情
况。由于当日并未在党校内发现焚烧现场，经现场
与投诉人电话沟通确定方位，在万年路原花场对面
找到类似投诉问题中的垃圾焚烧痕迹。

据周边居民反映，焚烧垃圾场地在万年路拆迁
区域，系拾荒老人为图便利将捡拾到的废品分拣后
就地焚烧处理，造成空气污染，影响周边环境质量。
但周边居民反映已有两日未见焚烧，该委管理人员
无法立刻与事件当事人取得联系。

为杜绝类似垃圾焚烧问题再次发生，该委管理
考核人员向周边居民告知了举报电话，如有此类焚
烧垃圾情况再次发生，可立即举报，相关管理人员会
第一时间赴现场进行处理。同时该委将安排温泉环
卫处管理考核人员积极宣传，加大对该区域常态化
巡查力度，发现类似问题将及时制止并按照《市容环
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进行处理，还市民一个干净清
新的市容环境。

一小区消防设施不完善
部门：已移交住建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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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水岸澜庭小区消防
设施不完善。

该网民表示，水岸澜庭小区位于咸宁大道和金
泉湾路交叉口，从2018年下半年开发商交房开始，
到他2019年1月搬入小区居住至今，小区的必要消
防设施可以说完全没有。楼道的消防栓数量为0，
灭火器数量为0，防火门数量为0，应急照明灯数量
也为0，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处理。

市消防支队接到举报投诉后，立即派员到现场
核查。经核查，该举报投诉情况属实。

调查发现：水岸澜庭小区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
入使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
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规定应当申请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竣工，建设
单位应当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
收。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验
收后应当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抽查。依法应当进行消
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
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查不
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责
机构编制的通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法查
处。目前，咸宁市温泉消防救援大队已经将此案移
交住建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