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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绿”咨
询，该如何选购钢琴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乐器店负责人张
经理分享了几点选购钢琴的小技巧。

必须到正规琴行或正规生产企业的
销售门店购买，而且要选择规模较大、产
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知名企业的产
品。注意产品标识是否完整、齐全，注意
商标及规格型号、说明书、合格证、检验
员、出厂日期、保修卡，以及生产企业名
称、地址等。这样产品的售后服务也较
便利。

钢琴音色很重要。首先中音区要
好，要连贯一致; 次低音区音色要纯正、
洪亮，有穿透性，震撼力强，有钟鸣的效
果；两端的音是考核钢琴的设计水平，设
计水平越高，两端的音色越好。

一架精美的钢琴，不仅有演奏的功
能，而且放于室内还有较强的装饰性。
所以，挑选钢琴时，还应留意产品的外观
质量如何，比如，可察看一下琴壳的油漆
是否光滑、平整、明亮，色泽是否均匀，以
及钢琴板面有无开裂及划痕等。键盘应
平整、缝隙应均匀，琴键负荷不可太重，
以免造成小孩手指的损伤。

钢琴是相对价格较昂贵的耐用消费
品，但无论是劣质钢琴还是优质钢琴，刚
出厂时从外表到音质和手感都不会有明
显的差别，但在一两年后就会有明显的
差别，严重的会出现琴键变形、松动，弹
奏困难；音质、手感变差；击弦机零件松
动，杂音不断出现；弦轴松动，需要经常
调音；音板开裂等现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整理）

如何选购钢琴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知足常乐”

咨询，新装修的房子已经放置两个多月
了，但还是有些不放心，想知道该如何简
单有效地辨别室内甲醛是否超标？

【记者打听】咸安某健康管理中心的
王女士分享了几种辨别甲醛超标的方
法。

甲醛会影响人的呼吸系统，所以
如果经常感到呼吸不畅、喉咙疼痛、呼
吸道发干等，那很有可能是呼吸道系
统对甲醛做出的应激反应，应该引起
重视。

一般人长期暴露在甲醛超标的环境
下，会导致头痛、胸闷的情况。特别是早
晨起床时，如果经常感觉头晕恶心、胸闷
气短，有可能和甲醛超标有关。

植物可以去甲醛，净化空气，但是植

物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当室内甲醛
超过一定标准时，植物就会出现发黄、
枯萎等情况。如果家里养的植物不易
存活，经常死亡，则有可能是甲醛超标
所导致。

目前甲醛检测的专业机构非常多，
有知名的、不知名的，检测费用并不贵，
通常视城市消费水平在100元—500元
浮动。专业机构的检测结果相对较为准
确，如果对家里的空气质量不放心可以
检测一下，特别是对于新装修的房屋以
及有孩子的家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如何辨别甲醛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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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湖湿地公园何时建好
部门：项目工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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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湖湿地公园按照
什么标准建设？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能建好对
市民开放？市内有没有公交车直达？

对此，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研究，相关工作
人员回复称，大洲湖湿地生态示范区是咸宁城市功
能结构的重要功能空间，结合“大洲湖退田还湖试
点工程”建设城市湿地公园，是咸宁实施“绿色崛起、
生态发展”战略，打造对接武汉窗口区、新兴产业示
范区和绿色崛起先行区的重要载体，也是斧头湖世
界级湖区建设向咸宁主城延伸的重要景观功能拓展
空间。

大洲湖湿地公园将秉承“生态优先”理念，充分
利用世界级的湖区、湿地资源，以武咸一体化发展为
契机，以得天独厚的区位及交通优势为动力，以“生
态+旅游+健康”为核心主题，打造世界级湿地生态
聚落。

目前该项目已纳入“咸宁市大洲湖生态建设示
范区PPP项目”，由市城发集团、中建三局具体实
施。经咨询中建三局，项目拟于2019年10月开工
建设，项目工期两年。

废品回收站噪音扰民
部门：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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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鼓垴巷有废品回收站
占地经营，影响环境卫生还扰民。

该网民表示，旗鼓垴巷北面地被征收，一个废
品回收站就在路边占了一块地，用来回收废品，不
仅味道很大，并且经常在早上五六点往车上装废
品，非常吵人，影响周边居民休息。而且紧挨着一
个小区，存在消防隐患。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城管执法委回复：我
委迅速安排执法队员上门对此处废品回收站进行
巡查发现，该地有两个废品回收站，都是租下这片
空地并申办了营业执照，于今年五月开始经营废品
回收。

市城管执法委执法队员已责令该处废品回收
站，每天上午七点以后开始装车运输垃圾避免噪音
扰民，并将垃圾整理干净有序，之后用挡板覆盖。
如果再次发现该处废品回收站有噪音扰民或影响
环境卫生等违规现象，将依照相关城市管理规定对
其进行处罚。

住房公积金可贷款多少
部门：最高额度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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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自己不太清楚我市
公积金贷款的相关情况，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答
疑。

该网民表示，自己和配偶已在银行有份商铺的
商业贷款，这次想购买首套住房，不知道能否用公积
金贷款，如果可以的话，能贷款多少？

对此，市公积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根据
《咸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借款人申
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时需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
金六个月以上，借款人（共同借款人）个人征信无不
良记录；能提供二年以内合法有效的购买自住房的
有关证明材料及首付款增值税发票；有合法稳定的
收入来源和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有合法、足额的担
保；在购买自住房时符合贷款条件的可申请公积金
贷款。

根据《咸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借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借款
人及配偶均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为40万
元；只有借款人一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
为30万元，且购房申请贷款额度不高于购房合同总
价款的80%。

广大市民如有其他疑问，可拨打住房公积金热
线电话12329进行咨询。

勾臂箱设置不合理
部门：视垃圾量酌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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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仕中心小区
门前勾臂箱设置不合理，每天只有一箱垃圾却放两
个勾臂箱，导致垃圾清理不及时，污水到处流，异味
重。此外，勾臂箱放置不到位，有时就放在垃圾房
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城管执法委回复：我委
安排环卫局相关负责人和市场化作业公司机械作业
部管理人员赴现场核实情况。

经了解，仕中心门前两个勾臂箱是由物业公司
自行采购并进行管理，主要存放附近居民和后面菜
场的生活垃圾，由于垃圾房面积较小，故其中一个
勾臂箱放置在垃圾房外，现阶段由于天气较热，垃
圾变质腐烂故容易产生异味。市场化作业公司机
械部负责人已核实，该处勾臂箱每天均进行了清
运。

经调查人员联系到仕中心物业和该网民到现场
协调，仕中心物业承诺对该处垃圾收集点加强管理，
后期视垃圾产生量酌情减少一个勾臂箱。同时环卫
局考核管理人员将加强对该处垃圾清运频次的监
督，确保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未成年人防拐、防骗、防走失，是广大
家长关注的热点。

对于防止未成年人走丢，市公安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首先要了解，孩子走丢
的主要原因：家长太自信、对孩子太放心、
对陌生人警戒心不够。

暑假期间，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警惕，
一些年纪较小的孩子，容易在人流量大的
公共场所走散，不便寻找。经常上辅导班
的孩子，因常不在视线内，家长也需提防孩
子被诱拐。

学前孩子应有监护人时常陪伴，尤其
在公共场所，不能让孩子单独行动。外出
人较多时，家长要主动牵住孩子的手，而不
是让孩子拉着大人的手。因为孩子一旦被
东西吸引，很容易突然松开家长的手，防不
胜防。对于一些不愿意让家长牵手的孩子，
家长要紧紧地跟在孩子身后，密切留意。

暑期正值旅游高峰，外出游玩时，尽量
给孩子穿有醒目标记的衣服，或者戴鲜艳
的帽子。如果孩子不小心走散，容易在人
群中快速找到。若发现孩子走失，家长不
要慌神，应及时求助广播、警方、网络等多
种方法寻找。

人贩子惯用骗术有以下几种：一件制
服，骗取信任。孩子最容易丢失的场所是
医院和火车站。这两个地方人流量大，且
鱼龙混杂。建议家长在看紧孩子的同时，
也要留心人贩子扮演成职业人员进行拐
骗。

一路尾随，顺手牵娃。人贩子锁定目
标之后，会一路尾随，选择恰当时机下手。
如果发现被人尾随，立刻抱起孩子或牵紧
孩子的手，选择向人多的方向走。发现危
险，第一时间报警。

一片“好心”，居心不良。人贩子常常

装作好心人有意接近，主动分享玩具给孩
子，有意攀谈套取个人信息。遇到这种情况，
家长一定要保持警惕，最好抱着孩子远离。
不可向陌生人透露个人或家庭信息，更不
能因为相聊甚欢，让对方帮忙照看孩子。

一声吆喝，声东击西。人贩子习惯用
声东击西法，转移家长视线，制造混乱现
场，趁机抱走孩子。带孩子出门在外，如果
遭遇陌生人假装熟人般大声吆喝，比如“你
掉东西了”，或者“孩子生病，你怎么还带他
出门”等，千万不要好奇停留，抱起孩子，赶
紧远离是非之地。

一种身份，长期潜伏。熟人作案成功率
最高，人贩子常常会不择手段，以熟人的面目
长期潜伏，比如保姆身份。如果迫不得已要
请保姆，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不盲目轻信中
介评价；选择好保姆后，要采集保姆详实的身
份信息，以留作备用，同时对保姆进行面试，

上岗后尽量不要让保姆单独带孩子。
市公安局提醒，家长除了要进一步提

高警惕外，也要常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
告诉孩子不要轻信陌生人，不管陌生人

说什么，都不要跟陌生人走；不要接受陌生
人给的食品、饮料或玩具。即使是孩子曾经
见过的人，也要告诉孩子不要轻信，不单独
跟别人离开。如果被陌生人强行抱走，要大
声向身边的路人求救。教孩子一定要牢记
父母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等信息。

假期大龄孩子外出要有同伴，切不可
单独行动，要告诉家长去的具体地方以及
回来的大致时间；如果是出远门，要有家长
陪同。

未成年人如何防拐防骗防走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王凡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7月29日咸宁电网最大用电
负荷154.36万千瓦，我们预测，未来
高温天气下，用电负荷突破这个数字
的可能性有，但不高。”

下一步，国网咸宁供电公司将密
切关注气温变化，科学调度，最大限
度发挥全市发电潜力，最大限度保障

全市电力供应。
全面开展设备夜间巡视，带电检

测工作，确保输变电设备健康运行，
减少因设备故障引起的用户停电事
件。

继续强化领导带班、抢修值班，
应急值班制，加快停电抢修速度，最
大限度减少停电时间。

着眼长远，强化电网规划。2019
年上半年咸宁全社会用电量45.8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2. 06%。2019
年，将在崇阳和咸安各投产一座110
千伏变电站，将有效应对用电增速较
快的形势。

此外，据介绍，2020年将对500
千伏咸宁变电站扩容。

电力部门如何迎峰度夏？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7月31日，国网咸宁供电公

司举办迎峰度夏新闻通气会，对

我市电网基本情况、主网近期用

电情况、迎峰度夏重点举措、下一

步工作等方面内容进行了介绍。

最大用电负荷

创历史新高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市电网

用电负荷、日供电量创新高。７月29日晚21时34分，
我市电网最大用电负荷154.36万千瓦，从７月25日到
７月29日，连续5天创历史新高；29日最大日供电量
3173. 79万千瓦时，连续6天创历史新高，同比2018年
最大值增长15. 86%。

咸安、赤壁、嘉鱼、崇阳的负荷和日用电量也多次刷
新历史记录，通山、通城的日用电量也创下历史新高。

全市共有220千伏变电站10座，110 千伏变电站
50座，35千伏变电站566座。截至7月31日，220千
伏、35千伏主变压器无重载情况，110千伏主变压器重
载7台。

7月29日,按照省电网要求,我市电网启动了有序
用电方案，为今夏第一次启动有序用电方案。７月30
日，错峰负荷3.2万千瓦，电量2.56万千瓦时，再次启动
有序用电方案。

“目前还未拉闸任何一条线路，仅通知一家企业在
７月29日、７月30日错峰用电。”国网咸宁供电公司副
总经理李晓彪表示。

李晓彪介绍，虽然电网主网相对运行平稳，但存在
小范围用电故障情况。对此，从７月25日-30日，公司
出动抢修人员达到4090人次，日均200余人在外抢
修。“对于任何故障，公司无条件第一时间跟进，迅速解
决。对于影响居民用电、必须处置的设备隐患，实行零
点带电作业。”

目前，国网咸宁供电公司已经全
面打响迎峰度夏“保卫战”，采取了七
大重点举措。

一是成立了电网迎峰度夏电力
保供应领导小组，相关专业人员取消
休假，抢修人员24小时值班。

二是积极协调全市发电企业，在
用电高峰时段保持机组满发。本轮
高温期间，太阳能等新能源最大调峰
发电25万千瓦，较去年增加269%，
有效地缓解了电网供电压力。

三是密切关注全市气象信息，密
切监视重要断面、重要设备运行工

况，加强设备夜巡、特巡、测温等工
作，确保设备不发生故障停运。密切
与上级沟通，实现武汉南部电网与咸
宁供区潮流合理分配，争取更多下网
负荷。

四是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
实现电网全接线、全方式运行，停止
一切计划性检修工作。并全面完成
了运行输变电设备巡视检查，全面
开展设备的红外测温、测负荷工作，
及时发现设备异常情况，避免设备
过载或故障，引发较大面积停电事
件。

五是加强信息收集及发布，加大
应急抢修备品备件管理，尽量缩短故
障抢修时间。

六是充分发挥水电、抽水蓄能机
组的顶峰作用，并联合相关部门，对
各企业自备电进行走访、调查、协
商。在电力供应不足时，鼓励各自备
电厂满发、满供，支持电网负荷，以增
加电力负荷供应途径和空间。

七是带电作业处理减少居民停
电。入夏以来，公司全力强化带电作
业工作，尽量减少居民停电。带电作
业班日夜奋战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