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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咨询】近日，网民“小凌”咨询，
家里的路由器放在客厅，其他地方的信
号都不错，但次卧的信号实在是太差。
想知道该如何增强WIFI信号？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某电脑城的工
作人员分享了几个增强WIFI信号的方法。

路由器的放置位置对信号覆盖范围有
很大影响，尽量将路由器放置到靠近家里
中间的位置，可以获得最佳信号覆盖率。

无线信号可能由于其他电器设备信
号的干扰而变弱。冰箱、电视、微波炉、电

源线、遥控器、手机蓝牙等，都可能干扰无
线WIFI信号。放置路由器尽可能远离其
他电器设备，可以增强WIFI信号。

WIFI网速还取决于连接的设备数。
运用复杂的数字字母组合密码，可以保护
WIFI免受邻居蹭网，限制连接人数。

路由器工作时间长了会过热，老化，
下载过量，导致信号覆盖量降低。适时
地关闭路由器，让它休息一会，可以延长
使用寿命，也能增强WIFI信号。

如果使用的是多天线路由器，那么
调整天线的方向也会有助于改善WIFI
信号。大多数人都认为将WIFI天线竖
直向上是正确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将
天线互相垂直，呈90度，其覆盖范围最
广，效果最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

如何增强WIFI信号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该如何挑选香菇干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蔬菜店经营者
肖阿姨分享了几点挑选香菇干的小技
巧。

选干菇看“面容”。与鲜香菇比较，
挑选干菇需越发过细。干菇从表面上可
分为花菇、厚菇、薄菇和菇丁。“面容”也
便是香菇的菌盖，优质干香菇菌盖厚实，
伞边向内卷。如果伞全部打开了，则已
经过了最佳食用期。

优质干香菇伞面色泽黄褐或黑褐，
鲜明亮丽的比较好。好菇面会捎带白
霜，菌褶颜色以淡黄色、乳白色为好，而
颜色紫红色的是陈货。伞折处应为米白
色，太白、太黄、甚至有霉点（黑点）可能

是用化学药剂处理过或存放过久，不要
购买。

选购时可以拿起干香菇闻一闻，有
浓郁的、特有的香菇香气的比较好，而无
香味或有其他怪味、霉味的品质差，不建
议购买。

可以拿起干香菇，摸一摸，感受其干
躁程度。不能太干，一捏就碎的品质也
是不好的。也不能太湿，否则不利于存
放，易变质。

优质干香菇柄要短而粗壮，手捏菌
柄有坚硬感，放开后菌伞随即蓬松。

最好挑选表面平滑、大小比较均匀
的干香菇，特别大的香菇建议不要购买，
可能是激素催肥的。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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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区交通秩序整治524工
程实施方案》，城区将建咸宁大道、高
新区门楼至金桂西桥路段两条文明
交通示范路。

出租车司机张先生称，咸宁大道
同惠国际广场路口、国际大厦路口，
高峰期的时候有点堵。

“在咸宁大道出过两次事故。”张
先生说，咸宁大道本来道路宽、来往
车辆车速快，红绿灯的时候，非机动
车突然从旁边过来，就剐蹭到了。

出租车司机周先生也称，非机动
车与机动车混行，很不安全。“市民要

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人民广场前张婆婆牵着孙子过

人行横道，左看右看来往车辆。张婆
婆表示，人行横道虽然颜色鲜明，但
是没有信号灯，过马路还是要格外小
心。

出租车司机陈先生称，在高新区
门楼至金桂西桥路段，经常可以见到
机动车、非机动车乱掉头。“如果道路
中间设置隔离栏，情况估计会好很
多。”

出租车司机周先生也说，经常有
电动车、三轮车等车辆在此路段逆向

行驶。此外，金桂路与银桂路交叉路
口直行红绿灯时间太短，这路段本身
车流量就大，每天早上7点-8点路口
交通拥堵。

开私家车的张先生表示，高新区
门楼红绿灯路口，高峰期的时候，仅
一个车道左转弯，车辆又多，有时要
等3、4个红绿灯才能左转。

我市交警部门表示，建设高新区
门楼至金桂西桥路段文明交通示范
路和咸宁大道文明交通示范路，以点
带面，带动城区道路交通秩序和市民
交通文明行为整体提升。

以点带面整体提升

文明交通示范路怎么建？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通讯员 王凡 房丽蓉 钱璇

为推进交通秩序综合整治，
提升我市道路通畅水平，助力文
明城市创建，我市将全面推进实
施城区交通秩序整治“524”工程，
即治理5个拥堵点，建设2 条文明
交通示范路，4 条交通秩序严管
街。

为什么要建两条文明交通示
范路，如何建，建成什么样？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

据了解，咸宁大道、高新区门楼
至金桂西桥路段，均为城市主干道，
道路宽敞，具备硬性条件，最初道路
规划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选择这两
条路作为交通文明示范路进行建设。

咸安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大队长
王永宏表示，建设交通文明示范路，进
一步加强交通设施建设，通过完善和
科学设置交通信号灯、标线标识、隔离
护栏等交通设施，实现车辆机非分离、

各行其道，行人安全文明，形成行车有
序、停车规范、道路通畅的道路交通环
境。“未来根据交通文明示范路的效
果，考虑是否在其他路段推广。”

“对于交通文明示范路，处罚、管
理手段更强。”市交警支队二大队副大
队长熊斌介绍，比如，因为没有设置非
机动车道，过去针对非机动车在机动
车道行驶，往往以教育为主。设置非
机动车道后，将严格实行机非分离、各

行其道，对于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
驶，将进行相应处罚。此前机动车年
检是由人工检验，加装电子设备后，设
备可以对过往车辆进行自动号牌识
别，对未年检的车辆进行拍照取证。

市交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熊
斌表示，最终目的是规范城市交通秩
序，净化城市交通环境，确保城市交
通安全畅通，不断提升城市品位，树
立良好城市形象。

机非分离各行其道

对于咸宁大道，完善机非隔离护
栏设施。对道路两侧的机非隔离带
开口进行重新设计改造，封闭部分
开口，在非机动车道增加摩托车、电
动车及自行车专用道，逐步取消非
机动车道停车泊位，使非机动车及
摩托车行驶在专用的独立车道上，
通行安全有保障，确保机非分离、各
行其道。

信号灯联动控制。实行绿波带
通行，使车辆以每小时45 公里至 50
公里行驶时，通过信号灯联动控制确
保车流到达每个路口时正好遇到绿
灯，使全线交通运行更畅通。

增设交通违法抓拍系统。全路
段实行违法掉头、违停、不礼让斑马
线自动监控，增设 13 个违法掉头和
20个违停、不礼让斑马线抓拍系统，

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震慑力。另
外，升级市政府广场路段卡口功能，
升级抓拍系统，增加对压越黄线行车
违法行为的抓拍和惩处。

增设路中安全岛。完善行人信
号灯，行人过街有保障。加大智能斑
马线的施划，在道路中央增加行人驻
足安全岛，增设行人二次过街信号
灯，行人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可以分段
过街。

建设智能化交通组织。在双鹤
桥、泉塘、鄂高三个红绿灯十字路口
设置“借道左转”“左转待行区”，提高
车辆通行能力、减缓路口压力。

对于高新区门楼至金桂西桥
路段，设置非机动车道，全路段安
装机非隔离护栏。完善路面交通
标线、标志。科学合理设置掉头

点，并对该路段部分路口进行封
闭。

完善信号灯、标线、标识。按照
最新国标对该段路口信号灯进行
升级改造，建立信号灯联动控制，
安装倒计时器，完善配套交通路面
标线、标志牌，增设“礼让行人”标
线。

改造主要路口。金桂路与银泉
路交叉路口(银泉路左转至金桂路)、
房产局路口、区政府路口设置“左转
待行区”“借道左转”。

增设 4 处违停自动抓拍球机，规
范停车秩序。如市中心医院门口、区
行政服务中心门口、实验中学和实验
小学门口。

该路段沿线两侧增设摩托车、电
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

设置护栏全程抓拍

如今，信用卡普及率非常高，不少市民
甚至拥有多张信用卡。信用卡太多到底好
不好，该如何管理多张信用卡呢？银行专
业人士建议，市民应根据实际需要办理信
用卡，可绑定借记卡自动还款，也可以注销
不常用的信用卡。

生活中，办理多张信用卡的人不在少
数，这是因为多张信用卡可享受的优惠
多。其次，遇到一些大额消费，一张信用卡
不够用的话，还可以用多张信用卡来进行
支付。另外，如果在信用卡账单日的第二
天进行消费，那么免息期最多可达50多
天，手头资金充足的话，可以把这部分资金
用于投资理财产品，赚取额外收益。

然而，多张信用卡带来便利的同时，一
旦使用管理不当，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信用卡一多，年费负担肯定大，而且
信用卡太多也不好管理，因为每张信用卡

的还款时间可能不一样，容易出现逾期情
况。”中国农业银行咸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市民持有多张信用卡，再去银行申请
信用卡时，银行的审核会更严格，有可能会
以你持有信用卡过多，总授信额度过高而
拒绝发卡。此外，信用卡算是持有人负债
之一，信用卡过多并且每张额度都不小，在
办理贷款时，银行就会把这些算作负债率，
不利于贷款。

据该负责人介绍，过多信用卡引起的
最常见问题就是逾期还款。“逾期还款除
了要支付信用卡逾期滞纳金，产生逾期利
息外，如果持卡人的信用卡逾期时间较长
或次数较多，将对个人征信产生不良记
录，可能会对将来办理各类金融业务，如
房贷、车贷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最严重
的可能会面临刑事诉讼，涉嫌构成信用卡
诈骗罪。”

针对信用卡办理过多的现象，中国建设
银行咸宁分行的专业人士表示，“信用卡的
主要作用是消费，提供临时的资金周转。虽
然各大银行的信用卡权益让人眼花缭乱，但
权益再多，最终还是要回归消费的本质，所
以信用卡并不是越多越好，应根据自己的实
际需要量力而行，两三张卡足矣。”

另外，如果卡片太多，不仅年费是一
大笔支出，每个月对各卡进行还款也是一
件麻烦事。除了绑定借记卡自动还款外，
不常用的卡建议把积分用完以后就注销
掉。

“可以考虑把旧的功能弱的卡注销
掉。”专业人士建议，各家银行推出的信用
卡往往会有重复的情况，对比之后，把权益
最全面的留下。此外，难以提高额度的信
用卡也可以考虑注销，建议注销初始额度
低，并且在消费良好的情况下，使用6个月

以上还未能提额的信用卡。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注销之前应先确

认一下还款和年费减免情况，适当存入一
部分钱，用来抵消可能的费用。此时一定
要保证卡内余额为零，既不能有未还欠
款，也不能有存款余额，否则都不能顺利
销卡。

此外，存在信用卡逾期的用户，不能马
上申请销卡，如果在这个时候注销，逾期记
录就会永久保存。注销成功后，信用卡不
能随便丢弃，要将磁条剪碎之后再扔掉，以
免被他人盗刷。

如何有效管理多张信用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嘉鱼通往周边道路交通不便
部门：正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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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县通往赤壁市的
主干道，以及通往赤壁市神山镇、通往咸宁城区的
主干道路面破损，通行不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
忙解决问题。

对此，嘉鱼县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相关工作
人员回复，嘉鱼通往赤壁道路即武赤线官桥至石埠
塘路段，已于2018年4月开工建设，现正在抓紧施
工，计划2020年建成通车。

在道路新建过程中，由于107国道赤壁中伙铺
桥梁项目拆除重建，道路封闭，经107国道的过境
车辆全部绕行G351武赤线，且重载车辆较多，给武
赤线带来了很大的交通压力，致使老路面破损严
重。该局在新建道路施工的同时，已多次对该道路
进行了修补，但苦于交通量太大，重载车辆过多，一
遇下雨天，修补的坑槽又再次出现。

后期，该局将加强施工力量，抢抓晴天，加快推
进工程进度，确保在年底要完成全部路基工程，并进
行部分路面工程施工，力争明年上半年主体工程完
工。并同时加强对老路面的修补，确保道路畅通。

嘉鱼通往咸宁道路即嘉泉线官桥至丁家曾路
段。近年来，该县进行矿山整治，大部分的采石场
已关停，但赤壁市神山镇五家采石场大量的石料经
嘉泉线日夜不停的输送到武汉等地，由于大量重载
车辆碾压，且该道路已是超期服役，致使该道路路
面破损严重。

为尽快进行该路段的修复，2019年3月已开始
对该路段进行大修，剩下工程预计8月底全部完
工。同时，该局也将进一步加强管理养护等工作，
保障广大群众出行的舒适性、便捷性和安全性。

锦龙路货车深夜通行
部门：加大管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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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晚上10点到凌
晨1、2点，咸安区锦龙路上有大型货车来来往往，络
绎不绝。对深夜施工和夜间在市区道路和居民小
区间穿行的大型货车，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
控。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警力核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经查，锦
龙路与107国道相交界，许多进出高新区的大型自
卸货车都会在此通行，加之锦龙路有多家物流公司
存在，也导致该路段大型货车较多。

面对存在的问题，交警部门现已与该路段各物
流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敦促其避开居民休息时
间，禁止大货车在夜间工作以减少噪音负荷。

交警部门将继续加大对该路段大型货车的管
控力度,最大限度给市民安全出行提供良好的交通
环境。

塘角路货车乱停放
部门：已向有关部门反映市民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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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塘角路道路两
旁常年有大货车乱停放，占用道路，影响市民出行
及安全，同时对路面损坏也大。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帮助解决。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警力核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经查，今
年1月，交警已在塘角路路段设置安装禁停牌，并安
排民警对该路段违停车辆进行拍照贴单。

由于整个温泉城区一直没有建设货运车辆停
车场，导致城区货运车辆在城区部分路段乱停乱
放。贺胜路、马柏大道、杨家恼、化纤厂等路段货运
车辆长期与交警打游击，交警来，货运车辆就走，交
警走，货运车辆又停过来，交警在对大货车进行处
罚的同时，货车司机也向我们交警诉求：大货车到
底能停在哪里？将车停偏远地方，又有“油耗子”偷
油。该问题交警已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需要
合理规划出正规货运停车场，才能有效缓解大货车
乱停乱放现象。

下一步，交警将在该路段加大警力投入，做好
货运车辆驾驶员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同时继续向有
关部门反映市民诉求，力求尽快解决问题。

凯翔花园不动产证难办理
部门：可以办理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凯翔花园不动产权证难办
理。

该网民表示，他购买房子已经快10年了，住进
去也5年多了，但到现在还没办下来不动产权证。
询问开发商，一直说在协调，但协调几年了也没有结
果。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回
复：得知情况后，该局立即与咸宁市凯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联系，了解了相关情况。

经调查，凯翔花园属咸宁市凯翔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项目，位于咸宁市金桂路。目前，该公司
大部分业主的不动产权证已经陆续申请并经审批办
理完毕。

还没有办证的业主可以提前准备好以下资料：
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可于不动产登记中心领
取）、身份证明、完税凭证、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宗
地图、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凯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起共同向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申请，不动产登记
中心将依法办理不动产权分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