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停车

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
发帖咨询，判罚路口违法停车的标准是什
么？是不是无论距离路口多远都判定为违
停？

“不知道判罚路口违法停车的标准是
什么，我想弄清楚，也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
错误，不然我觉得罚款交得不明不白。”该
网民称，因为路口违法停车，他已经被永安
中队交警巡逻车罚了两次了。在网上搜索
到的是距离路口 50米以内算违停，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该网民还表示，湖科咸安校区附近公
共停车位少，停车比较困难，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在咸安城区多设置一些停车位。

对此，咸安区交警大队相关工作人员
回复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以及相关
的细则解释和说明：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
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在设有禁停标
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
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交叉路口、铁道
路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
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
路段，不得停车；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
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上述地
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
外，不得停车；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

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
通行；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车
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物品
后，立即驶离；城市公共汽车不得在站点以
外的路段停车上下乘客。

关于该网民提出的湖科咸安校区周边
公共停车位少的问题，由市城管执法委等
职能部门负责，咸安区交警大队将问题向
相关职能部门反映。

机动车道路临时停车怎么停？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知足常乐”
咨询，最近家里装修，甲醛等气味很重，
想尽快去除家中的异味，早日搬进去住，
想知道该如何挑选空气净化器？

【记者打听】温泉某家电城工作人员
分享了选购空气净化器的几大注意事项。

选择空气净化器时，最好选择过滤
型。过滤型的空气净化器易清洗，可信
度高，更适合普通家庭。

其次，根据自身需求来选购合适的
空气净化器。除了去除颗粒物(PM10/
PM2.5)，是否有去除烟味等异味，或是除

甲醛等挥发性有机物的需求，以及家中
是否养宠物，是否需要除菌功能等。

选购净化器不是越贵越好，关键是要
看是否有国家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分析
检测报告。好的空气净化器需符合“三高
一低”四项国家标准，分别是CADR高、
CCM高、能效等级高、噪音低。

CADR 是指纯净空气推送效率，
CADR值一般是根据室内面积乘以10来
计算。CADR值越高说明洁净空气输出
量越高，洁净效率越快，适用面积越大；
CCM是指累计净化量值，级别越高，意味
着可净化污染物的重量越多，滤网寿命越
长；能效等级考核的是CADR和甲醛两
个指标之下的耗电量，等级越高越省电。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
理）

如何选购空气净化器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该如何科学选购冰箱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家用电器商城负
责人韩经理分享了几点选购冰箱的小技
巧。

冷冻力是衡量冰箱的一项重要指
标。但是，各类冰箱的用途不同，性能要
求也有所不同。

与商用、医用、科研用等特殊需要相
比，家用冰箱最主要的技术性能不是制
冷，而是保鲜。过大的冷冻力不仅要无
谓地增加用户的开支，而且会破坏食物
的内部组织，影响其营养。特别是对于
讲究色香味的家庭来说,防止食物变质
只是最基本的需求,保鲜才是消费者购
买冰箱的第一需要。

要注意冰箱的实际耗电量。冰箱的
能效等级是根据一台冰箱24小时的耗
电量来确定的，因此，消费者通过节能标
志一眼就能看出冰箱的能耗是多少。还
要注意冰箱的冷冻能力，比如一台冰箱
24小时耗电0.3千瓦，其冷冻力为5公
斤，而另一台24小时耗电量为0.6千瓦，
冷冻力为20公斤，如果只看节能标志，
很多人都会选择前者，其实后者才是更
省电的。

冰箱的制冷方式有直冷和风冷两
种，直冷冰箱保鲜保湿能力更强，但是需
要经常除霜。而风冷冰箱可以自动除
霜，箱体内温度比较均匀，体积大，冷量
分布均匀，冷冻效果更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选购冰箱

近日，市政府办印发《咸宁市大力推进高速公路ETC发展应用实施方案》，到2019年底，我市ETC
用户新增12万户，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车辆ETC使用率达到90%以上，高速
公路基本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近一段时间，ETC火了。
作为ETC安装的主体，工行、建行、

农行、中行、邮储银行以及农商行 6家
ETC合作银行纷纷推出了办理优惠活动，
不少车主前往办理。

某银行一工作人员表示，开车上高速
走ETC通道，通行方便。现在办理不仅
免费还有优惠。“整个办理流程只需5分
钟。”

“以后走高速，收费口通行速度更快
了。”市民张先生表示，平时出去旅游，看
到别人走ETC通道很方便，无需停车，自
动扣款。现在免费办理，趁这个好时机，

就办了一个。
记者了解到，个人办理ETC，只要带

上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指定银行卡，即可
提交至银行网点申请办理。他人代办则
需要代办人身份证及车主有效身份证原
件、指定银行卡、车辆行驶证。

单位办理需要的资料包括单位客户
需在银行开立对公结算账户或单位公
务卡、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
（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单位授权书（加
盖公章）、办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车辆行
驶证。

部分银行还支持线上申请，个人只需
在银行APP或者小程序上提交相关资料
信息，审核后银行便会邮寄卡片和设备，
个人可自行安装。

ETC全免费办理，即免服务费、ETC
卡费、OBU设备费。一张身份证可以办
理多台车的ETC，但是用于扣费的银行卡
绑定 ETC 台数各银行限制数量不同。
ETC从其绑定银行卡里扣费，通过手机短
信告知。ETC只限本车使用，不能借用其
他车辆ETC。

新闻追问
问热点

2 年底高速公路基本实现不停车收费

ETC是指不停车收费系统，车辆在通
过收费站时，通过车载设备实现车辆识
别、信息写入(入口)并自动从预先绑定的
IC卡或银行帐户上扣除相应资金(出口)，
是一种用于道路、大桥和隧道的电子收费
系统。这种收费系统每车收费耗时1-3
秒，其收费通道的通行能力是人工收费通
道的数倍。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幅
提高汽车安装使用高速公路ETC的比
例，是保障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的关键所在。

《咸宁市大力推进高速公路ETC发
展应用实施方案》指出，坚持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调动各方资源，
多措并举，加快推进我市高速公路ETC
应用发展，预计到2019年底，我市ETC
用户新增12万户，汽车ETC安装率达到
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车辆ETC使用
率达到90%以上，高速公路基本实现不停
车快捷收费。

我市将在7月底前完成全市公务、特
种车辆ETC安装。从8月1日起，全市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对所属车辆实行
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发票报销。我市还
将鼓励和引导全市干部职工自有车辆全
部安装使用，加快组织道路客运、出租车
（网约车)、租赁汽车、货运车辆等安装使
用ETC。

3 多措施推进ETC发展应用

我市如何推进高速公路ETC发展运
用？

根据《咸宁市大力推进高速公路ETC
发展应用实施方案》，为提升发行服务能
力，各ETC合作银行要拓展安装服务网
点，依托具备条件的政务中心、车管所、机
动车检测检验场所、院校、高速公路服务
区和收费站出入口广场，以及物流园区、
客运站等车辆集中场所，设立安装服务网
点，方便公众就近便捷安装。与街道、乡
镇对接，实现城市服务到社区，农村服务
到村组。

各ETC合作银行要通过网银、手机
银行等互联网渠道资源开展线上发行，支
持客户自行注册、自行绑卡、自助安装，为
客户提供便捷服务。

各ETC合作银行要实现车载装置免
费安装全覆盖，非人为损坏车载装置实行
免费更换。与新修订的《收费公路车辆通
行费车型分类》不符的ETC车载装置实
现免费换发。优化ETC产品服务。停止
发行ETC储值卡，根据客户需求，将既有
储值卡转化为记账卡。优化银行账户绑

定服务，允许ETC用户绑定既有银行账
户。

为提升 ETC 通行服务能力，执行
ETC优惠政策。自2019年7月1日起，对
通行湖北省的ETC车辆实行通行费不少
于5%的无差别基本优惠政策。自2020
年1月1日起，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湖北
省出台的各类通行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均
依托ETC系统实现，未安装ETC车载装
置的车辆不再享受相关政策优惠。

此外，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我市高速公路绝大多数收费站
只有1条ETC专用车道，无法满足快速增
长的ETC车辆通行服务需求。我市正全
面加强ETC车道建设。2019年10月底
前，我市高速公路所有车道均将具备ETC
服务功能，直至保留1条人工（混合）车
道。努力实现城区、新建城镇、旅游景区
周边收费站ETC专用车道占比不低于
70％。同时，将督促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
位保障收费站ETC车道开启率100%、24
小时不间断服务，提升用户服务能力，实
现“办理ETC，畅行高速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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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如何畅行高速路？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房屋立面改造留隐患
部门：已跟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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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家住赤壁市城
区，沿街房屋立面改造后，导致自己的房屋防盗措
施不是很完善，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决。

该网民表示，赤壁市工行宿舍房屋立面改造
后，自己家的防盗网、晒衣架全部切割掉了，窗户玻
璃也弄碎了，现在大家没有防盗设施很不安全，已
经有几个月了。不知道这事由哪个部门负责处理，
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居民的居住安全。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赤壁市建工集团高度
重视，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立面改造是城市品质
提升的重要部分，也是该市的一项重大决策，希望
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与理解。

截至目前，拆除的防盗网已经重新制作，从7月
中旬起从775小区、河北街社区开始逐步安装，由于
安装防盗网系高空作业，进展较慢，预计8月上旬可
以完成安装，还没有安装的住户敬请耐心等待。在
房屋外墙改造和拆装防盗网、移空调、安格栅等施
工造成的不便敬请广大居民谅解，损坏的玻璃门窗
将在后期安装防盗网时恢复。

开发商欲以车位抵扣违约金
部门：按合同约定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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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延期交房,业主
索要违约金遇难题。

该网民表示，他是咸安区清华城一期的一名业
主，合同约定交房时间是2018年9月30日，后因各
种原因一直没有交房，询问开发商得到的结果是按
合同约定赔付。今年6月20日，业主们收到开发商
的交房通知，交房时间是2019年6月25日前。然
而，2019年6月25日，部分业主去售楼部办理收房
手续，在谈到延期交房违约金时，开发商说想跟业
主商量，用违约金买车位可以优惠。但业主们不同
意买车位，坚持要开发商先行赔付违约金。协商未
果，开发商再不说话。希望有关部门能督促处理。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情况，市住建局回复称：我
局开发科第一时间约谈了开发商。经了解，“清华
城”小区一期8、9、10号楼已于2019年6月25日正
式交房。关于延期交付的赔偿问题开发商有专门
的咨询小组对接，地点在清华城小区10号楼二楼
206室，有疑问的可以直接去对接处理。

对于该网民所反映的违约金的赔付只能抵扣
车位的问题，住建局开发科将责令开发商按《商品
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进行赔偿。

村委会门口广场舞噪音扰民
部门：已通报社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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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附近广场舞噪音扰民。

该网民表示，温泉城区茶花路45号温泉村委会
门口，一些居民天天晚上跳广场舞，喇叭声音震耳
欲聋，令人烦不胜烦。而且每天晚上从8点跳到10
点不停歇，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作息，希望有
关部门能管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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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
温泉城区茶花路45号村委会门口确实有部分居民
跳广场舞，音量分贝较高，但活动时间属于正常作
息时间内。

目前，温泉公安分局一号桥派出所片警已将此
情况通报社区委员会，要求其加强管理，积极引导，
将时间适当提前，音量降低。并告知，下一步如再
接到类似投诉，公安机关将积极会同环保等相关部
门，实地取证，如噪音超出国家标准，将依照治安管
理处罚法给予处罚。

大学生实习补贴何时发放
部门：正在加快工作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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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曾在咸宁市中
心医院实习，今年3月结束实习。医院方面说已经
把实习补贴审核材料上交了。想问一下，审核需要
多久？大学生实习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下来？

对此，市中心医院回复：2018年度，在我院完
成实习的最后一批实习学生是2019年 5月8日。
根据文件要求，只有在实习结束后，我们才能递交
实习补贴相关材料，申请实习补贴。

全年来我院实习的学生人数将近400人，为保
证材料的真实有效，我们要对所有学生的递交材料
逐一审核，这需要一定时间。

在初审实习补贴材料过程中，因部分同学不配
合电话随访调查，延长了审查周期。

针对投诉的问题，我们将加快工作进度，并会
同上级审核主管部门，尽快完成此批学生的实习补
贴相关事宜。

1 6家合作银行免费办理E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