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民生

市民张先生打算与交往了3年的女朋
友结婚，今年年初时，两人就在市区某楼盘
看中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打算以按揭
方式购买。一个月前，张先生到市区某银
行办理首套房贷款时发现利率上浮了5%，
而银行工作人员给出的原因是“个人征信
评级太低”。

“我是做生意的，因为时常需要贷款周
转资金，所以一直很注意个人征信问题。
此前所有的经营性贷款我都没有以自己的
名义去办理借贷。”张先生提到，上个月月
初，他去汉口银行征信中心打了个人征信
报告，上面可以看到信用卡和支付宝借呗
的还款记录。

除了使用信用卡和支付宝的花呗、借
呗产品，张先生并未使用过其他网络消费
贷款产品，且从未出现逾期。在个人收入
方面，张先生表示目前自己的月收入远远
超过月供。

张先生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导致个人征信评级太低，他怀疑是因为使
用了花呗、借呗一类的网络消费贷款产品
影响了个人征信。

那么，使用花呗、借呗、京东白条、微粒
贷一类的网络消费贷款产品真的会影响个
人征信从而影响贷款吗？对此，记者采访
了市农行相关工作人员。

“花呗是蚂蚁金服小微小贷平台推出
给消费者‘这月买、下月还’在线消费金
融服务的一款产品，本质上属于‘信用消
费’。”该银行工作人员说，目前花呗的消费
记录不会上报征信，但如果用户收到系统
随机推送的“一键提额”升级任务消息，点
开并同意《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完
成相关任务对花呗进行提额后，该用户的
花呗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征信
系统。

而借呗是由蚂蚁金服推出的一款用于

个人消费的借款服务，如果使用借呗，用户
的借款和还款情况会上传至个人征信报
告，其在征信里体现的是“网商银行”的经
营性贷款。

另外，京东白条是京东商城推出的个
人消费贷款服务，只要用户每月按时还款，
白条消费就不会上征信，如果逾期就会在
征信上体现。腾讯微粒贷会上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中心的征信系统，用户使用微粒贷，
实则是向微众银行申请贷款。

“银行在查询客户征信记录时，通常会
看到客户征信记录上显示有多少元的消费
贷款，但无法查询这些消费贷款是出自网
络贷款平台还是信用卡。”该银行负责消费
贷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要按时还款且
不发生逾期，这些消费贷款对个人征信基
本不会产生影响。不过，如果是频繁逾期
或分期，将降低银行对个人征信的评级。

该工作人员表示，银行在办理每一笔

贷款时都会查询客户征信，花呗、京东白
条、微粒贷等一类产品，在征信系统里面显
示出来的都是消费贷款。银行通常是和客
户进行面谈从而去判断这笔贷款的具体用
途及通过什么平台产生的。

另外，如果没有贷款需求，最好不要频
繁查询自己的征信报告，因为银行发现客
户近期征信查询次数非常频繁，就会判断
这个人资金非常短缺，进而影响贷款特别
是信用贷款。不过，该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银行最终放贷需要看当地金融政策和客户
个人能力，目前尚没有使用过花呗、京东白
条一类网络消费贷款产品就不予贷款的规
定。

网络金融消费影响征信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新闻追问
问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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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交通秩序严
管街，如何建?如何管？记者对此
进行了采访。

根据我市《城区交通秩序整治
524 工程实施方案》，将城区温泉路、
淦河大道、宝塔大道、鱼水路4 条道
路列入交通秩序严管街。

为何要将这4条道路列入交通秩
序严管街？

咸安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大队长
王永宏告诉记者，这些道路大都是80
年代设计的，由于道路狭窄，随着城
市的发展，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
道路通行需求。

市交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熊
斌说，由于早期规划欠缺，停车泊
位少，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停车需
求，车辆乱停乱放。同时，人车混

行、行人乱穿马路，影响车辆通行
能力。

温泉路、淦河大道是商业密集
区，人流车流较多，交通乱象较为突
出。熊斌称，交通乱象不仅容易诱发
事故，还影响城市形象。

6日下午5点，鱼水路。
宏大市场前道路两边路面写有

“严禁停车 违停拖移”，但仍有车辆
停放。

“停的大多是前来买菜的车辆，
一般停几分钟就会走。”在附近做生
意的王女士表示，经常有交警来拖移
违停车辆，但往往交警一走，又有车
辆违停。

附近一水果店店员张女士称，周
末、节假日的时候，鱼水路南山十字
路口至区人民医院十字路口路段会
有点堵。“这里不仅有菜市场，还有中
百超市、银泰百货、医院等，车流量人
流量大。”

对于宝塔大道，出租车司机陈先
生说，外部车辆要经此道路进入咸安
城区，由于没有设置非机动车道，机
非混行，且两边商铺多，人流量车流
量大，车辆乱停乱放，现象突出。

出租车司机王先生表示，水果批
发市场附近道路本身就窄，而且经常
有摩托车、三轮车等车辆乱停乱放、
乱掉头，影响通行。

车辆乱停影响交通出行

“针对温泉路和淦河大道，我们将
强化科技投入力度；加大巡逻管理力
度；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以缓解交
通压力，提高通行能力。”熊斌介绍。

宝塔大道、鱼水路不仅是外部
车辆进入咸安城区的主要通道，也
集中体现了咸安城区的经济带，交
通乱象较为突出。“交通秩序严管
街是对交通乱象较为突出的道路
进行管理，以压事故、保畅通、保平

安。”王永宏表示，将采取不许乱停
乱放、重载车辆限行、拖移违停车
辆、查处违法掉头等手段进行严格管
理。

据了解，交通秩序严管街，突出
严格管理，在完善交通违法行为自动
抓拍设备的同时，加强警力配备，采
取守点与巡逻相结合的方法，及时纠
处违法。既抓机动车违法，更抓非机
动车和行人违法，对交通违法行为

“零容忍”，全力营造严查、严管、严
惩、严治的高压态势。

此外，将在交通秩序严管街设置
交通违法处置教育点，对存在交通违
法行为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通
过交通法律法规教育、穿绿马甲执勤
半小时或接受罚款等形式,提高其遵
规守法意识。将不定期地在媒体对
交通秩序严管街的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曝光。

多措并举建立长效机制

日前，温泉路部分人行横道加装
了信号灯。

3日上午10时，温泉路中辉国际
附近人行横道，行人和车辆正按照信
号灯的指示通行。

市民王女士称，没有安装信号灯
之前，过马路要注意来往车辆，有时从
车流的空隙中穿过，很不安全。安装
信号灯后，人车分流，安全更有保障。

出租车司机潘先生表示，温泉
路、淦河大道是商业密集区，车流量
大。有点担心信号灯密集了，反而容
易造成拥堵。此外，中百前有“麻木”
占道拉客，影响通行。

记者注意到，在岔路口至一号桥
路段，相关部门减少中百至中心花坛
人行横道，并加装信号灯；加装8个

违法行为抓拍系统；在该路南段建一
个开放共享的公共停车场。

在淦河大道，交警部门加装3个
违法行为抓拍系统；商业地段加装人
行道与路面隔离护栏。

此外，根据《方案》，在宝塔大道
化肥厂十字路口至宝塔加油站十字
路口路段，调整中央隔离栏，该路段
路宽 18 米，双向两车道，现有的中央
隔离栏整体由进城方向车道向出城
方向车道移动一米左右，重新施划路
面标线，完善相关配套交通标志牌；
科学合理设置掉头点，完善配套交通
路面标线、标志，对该路段部分路口
进行封闭，保留必要的出行通道；增
设3 处违停自动抓拍球机，规范停车
秩序，如水果市场、永安社区卫生服

务站；该路段沿线两侧人行横道上增
设摩托车、电动车非机车停车位。

在鱼水路南山十字路口至区人
民医院十字路口路段，迁移公交 2 号
线始发站，缓解白马中间导流岛交通
压；完善配套的路面交通标线、标志
牌，严格鱼水路银泰百货路段、怀德
路部分路段、南大街单向循环行驶；
区人民医院路口至银泰百货路口沿
线及咸安国贸等重点拥堵部位增设
违法停车自动抓拍球机；对道路交通
事故多发和易堵的掉头点增设禁止
掉头违法抓拍设备，如咸安国贸掉头
点；扩宽鱼水路中国银行至银泰方向
的右侧车道；该路段沿线两侧人行横
道上增设摩托车、电动车非机车停车
位。

加装设备引导人车分流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该如何科学护理藤制家具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家具商城负责人叶
经理分享了几点护理藤制家具的小技巧。

藤制家具透气性强、手感清爽，质朴
的藤本色有助于安神定气，夏天卧室里
尽量多使用藤制家具，对避暑、睡眠都将
大有益处。

藤制家具虽然好，但也有缺点，首先
是藤制家具在制造上比较复杂，大部分

都只能手工制造。另外，
由于自身材料的限制，藤
制家具在造型方面不能做
直棱直角。

藤制家具的选材特

别，因此要避免阳光的直射，防止藤料褪
色变干，长时间的暴晒还容易产生变形、
弯曲、开裂的现象。不要让藤制家具靠
近火源，以免发生意外。

由于藤制家具的编织制作方法，因
此表面藏灰的地方较多，可以用吸尘器
吸一遍，再用湿布擦一遍。还可以用软
毛刷由里到外先将灰尘擦去，然后用湿
布，最好是软抹布将其擦干净。

藤制家具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用淡
盐水对其进行去污，也能加强其柔韧
性。可以在清洁干净的基础上，用砂纸
打磨藤制家具的外藤架，再刷上一层护
理油，即可焕然一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护理藤制家具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知足常乐”

咨询，冰箱使用久了，里面总有一股各种
饭菜蔬果混合的异味，想知道该如何去
除冰箱的异味？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某家电城一
工作人员分享了去除冰箱异味的几大有
效方法。

在冰箱的各个隔层里放入一般的卷
纸，卷纸会把味道都吸入进去，这种方法
效果很好，且方便快捷，卷纸半年换一次
即可。

茶叶也可以吸附异味，将茶叶装入
布袋中，放人冰箱的每个隔层，每个月换
一次即可。在冰箱中用过的茶叶经过晒
干，可以反复利用，这种方法经济适用也

比较环保。
橘子皮也有去除异味的功效，将橘

子皮放着冰箱的每个隔层，除冰箱异味
的效果特别好，但每周需更换一次。如
果是晒干了的橘子皮，可两周到三周更
换一次。

最后则是经常擦洗冰箱。冰箱的异
味大多是气味较重的食物在密闭的冰箱
空间内挥发，再加上冰箱内部遗留的食
物残渣或者放置过久的食物霉变所引
起，每隔两三天，就用抹布擦洗冰箱，保
持冰箱内的卫生清洁，也
可以保证冰箱中没有异
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
者 焦姣 整理）

怎样去除冰箱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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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景园实验小学工程进度如何
部门：建设方案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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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御景园实验
小学工程进度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准备开建，什么
时候能完工，具体的片区划分是怎样的。

对此，咸安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咸
安区御景园实验小学全称咸安区实验学校御景园
校区，计划办学规模1500人，主要分流区实验学校
小学生。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平面布局规划
图、效果图和施工图图纸设计，学校同步进行了工
程造价预算。

根据市人民政府“五个统一”指示精神，咸安区
政府已专文将学校建设方案向市政府请示，并由市
政府转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市财政局研究提
出意见，涉及山林调规申请已由市人大办公室批转
至市人大环资委审核。待学校建设方案通过以上
部门审核后才能实施建设。具体片区划分在学校
建成后进行。

一家具厂拖欠工资
部门：已承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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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去年在咸宁高新区桃
花源家具厂上班，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去年的工资到
现在都还没有拿到，高新区也没有劳动部门，希望有
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回复：咸宁高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积极协调高新区
社会事务局处理此问题，并按《信访条例》规定进行
了认真调查。

经过该局工作人员对高新区津晶城科技城内
桃花源家具厂的调查了解，该网民反映的欠薪情
况基本属实，桃花源家具厂目前欠该网民工资
8000元未发。

了解情况后，该局工作人员积极与桃花源家具
厂法人联系，要求其尽快支付职工工资，法人表示公
司近期因货款未到位，暂时无法支付职工工资。但
法人已向该局承诺，将会在9月1日前，将该网民的
工资支付到位。

由于高新区未设立劳动局，无劳动执法权。该
局建议，若桃花源家具厂在9月1日前未支付工资，
该网民可向市劳动局三楼劳动仲裁科申请劳动仲
裁，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学生个人信息疑遭泄露
部门：已核实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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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个人信息疑遭泄
露，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处理。

该网民表示，自己前几天参加崇阳一中升学
报到后，当天上午就接到了一个自称为一中附近
补习班工作人员的电话，问自己去不去补习。“我
之后询问了几个同学，他们中也有人接到了补习
班的电话，为什么我们的信息会被泄露到补习班
去呢？”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崇阳县教育局高度重视，
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打电话给该网民的人是一家
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方是一名在读大学生，并非
崇阳一中的老师。

该网民的个人信息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向培训
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的。网民及其家属承认诉求内
容不属实。

城区垃圾车沿街漏臭水
部门：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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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街道上的垃圾
车漏臭水，沿路走，沿路漏，停车漏一摊，开车漏一
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处理。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城管执法委高度重
视，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我市城区垃圾收集工作
由市场化作业公司根据城区各路段情况，合理设
置垃圾收集点，然后由压缩车进行收集压缩清运，
在压缩垃圾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由污水箱收纳
储存。现路面作业的压缩车由于使用年限长，其污
水收集箱体腐蚀导致收纳、封闭能力下降，但因车
辆设计原因，只能更换密封垫进行简单的处理，无
法从根本解决问题。

针对该情况，该委已督促市场化作业公司全面
排查作业车辆，对存在污水漏、滴问题的车辆，在不
影响日常作业的前提下迅速进行维护抢修；对由于
垃圾压缩作业污染的路面，及时安排人行道清洗车
进行冲洗，防止因垃圾车作业导致路面污染的现象
再次发生。

同时，该委已按照《咸宁市城区环卫作业质量
监督考核办法》相关规定对桑宁公司下达了《督办
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整改，并安排考核管理人员加
大对公司垃圾压缩作业的考核检查力度，确保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

交通秩序严管街怎么管？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通讯员 王凡 房丽蓉 钱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