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车辆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该如何清洗毛毯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家居商场负责人
叶经理分享了几点清洗毛毯的小技巧。

羊毛毛毯清洗前先用冷水浸泡一段
时间，让毛毯充分浸湿。然后把毛毯拿
出，轻轻挤出部分水，再涂上肥皂用手轻
轻揉搓。切忌不要把毛毯扭干，应用手
挤压出水，不然毛毯容易变形。

晾晒毛毯最好用两根竹杆平行架
起，放置在阴凉处晾干，不要直接放在太
阳下暴晒，这样会让毛毯变硬、走形，而
且还容易掉毛。

化纤成分的毛毯可以用洗衣机清
洗。但不宜用热水浸泡，一般用20度左
右的冷水最为合适。手洗最佳。如果是

用洗衣机清洗，不要用洗衣机直接托干，
而要用手挤干。如果想让毛毯洗后更
顺，可以在最后一次清洗时，加入大约一
两白醋，这样可使洗后的毛毯颜色更加
鲜艳。

毛毯在使用中要经常晾晒，并轻轻
拍打，清除黏附在毛毯上的汗味、灰尘和
皮屑，保持毛毯的清洁和干燥，防止虫蛀
霉变。如果饮料不慎泼洒，导致毛毯小
范围弄脏，可用吸收力强的白毛巾沾40
度左右的温水轻轻擦拭。

毛毯存放前也需晾晒，可在折叠的
毛毯中夹放几粒用纸包裹的樟脑丸，再
用塑料袋包过后密封，存放在干燥的橱
柜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整理）

如何清洗毛毯

近年来，我市大型运货车、泥头车等车辆被
严管。但是，近日记者在城区走访发现，一些农
用车逐渐成为运送沙子、石子、建筑废土的“主
力军”，在城区道路上肆意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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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
发帖反映，新购买的国标车无法上牌。

该网民表示，近期，他新购买了一辆电
动自行车，拿着购车发票和合格证去咸安
区交警三大队办理电动车上牌事宜时，工

作人员介绍了2018年11月公布的咸宁电
动车上牌目录，并告知他所购买的电动自
行车不在该目录内，无法上牌。

“现在很多省市已经公开只要符合新
国标车的规定，就可以上牌，想知道我市什
么时候实施？我的新国标车大概什么时候
可以上牌？”该网民问道。

对此，咸安区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2019年 4月 15日电动自行车新强
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实施后，民警发现“咸宁市电动自行车
管理系统”只能办理市工商局、市技术监
督局和市公安局联合公告的19个品牌、
73款车型，对其他达到国家3C认证的电
动自行车无法上牌。对此，区交警大队车

管所于2019年5月21日电话请示市交警
支队车管所，回复该事项已向支队领导呈
交书面报告，请求和市市场管理局重新增
发新的合格电动自行车品牌型号目录公
告，该事项尚在进行中。

2019年6月28日，区交警大队车管所
向区市场管理局致函反映该问题，区市场
管理局接待并受理了此函，目前尚无回复。

2019年8月5日，区交警大队车管所
再次致电市交警支队车管所询问此事，称
支队已和省里联系，拟在全省统一发布合
格电动车名目。

近日，区交警大队再次咨询支队，支队
称该事项省交管总局已于2019年7月29
日发布《湖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正文将会很快出台。该规
定明确申请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应当是
列入省工业和信息化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标
准编制产品目录的，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并
获得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

针对新国标车上牌的问题，等湖北省
相关管理文件出台后，区交警大队将通知
相关人员前来办证上牌登记。

新国标车无法上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癫痫患者能否申请慢性病补助
部门：暂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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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癫痫患者能否申请慢性
病补助？

该网民表示，他的姐姐户口在咸安区桂花镇，
从小深受癫痫疾病困扰。零几年在武汉同济医
院做了大脑开颅手术，然而术后仍然没有治愈，
经常没有任何预兆的倒地抽搐发作。多年来一
直前往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求医，直到现在还在
每天靠吃药维持，控制病情，家庭负担越来越
重。因为之前跟邻村一位癫痫患者确认过，该患
者办理了慢性病补助，想知道该如何申请慢性病
补助？

对此，咸安区政府办回复：癫痫患者暂时不能
申请慢性病补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
性病病种是《咸宁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
法》统一规定的，各县市区没有调整权限。2016年
底，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原新农合整合为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确定了恶性肿瘤、糖尿病、
高血压、肺结核等30个门诊特殊慢性病病种并相应
提高了待遇，增加了支气管扩张、系统性硬化、慢性
骨髓炎、罕见病等病种，但取消了原新农合的癫痫、
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病种。

该网民所说的有癫痫病人享受慢性病补助有
两种可能，一是原新农合期间享受慢性病待遇，这
种情况在整合后取消了待遇。二是这个人同时患
有其他慢性病病种范围内的慢性病。

区医保如何转到市医保
部门：按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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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医保如何转
到咸宁市医保，办理流程是什么？

对此，市医疗保障局回复：目前咸宁市本级医
保参保登记、核定业务是由人社部门具体经办管
理，经我局联系市人社局基金结算稽核部门了解有
关政策，网民可按以下政策规定进行办理：

如已在咸安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要求在
咸宁市市本级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保，
需个人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满5年以上。具体办理流
程是，先在咸安区办理停保手续，再持本人身份证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C区参保核定窗口办理市
本级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核定手续。

如目前在咸安区企事业单位工作，由用人单位
统一缴纳五险，按照“五险合一”的原则，不能单独
将职工医保参保关系转入咸宁市市本级。

如在咸安区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
保，个人要求转入咸宁市市本级，可先在咸安区办
理职工医保停保手续，再持本人身份证到市政务服
务中心一楼C区参保核定窗口办理市本级职工医
保（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核定手续。

拉土车夜间运输扬尘
部门：已跟进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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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多，有重型
拉土车运土，从中心花坛方向开往茶花路希望桥，
一路扬尘大，路面有撒泥，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并
解决问题。

针对网民反映的问题，市城管执法委高度重
视，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经查，祺泰·辰光项目部
工地已办理《咸宁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证》。在其
转运建筑渣土过程中，由于其擅自改变运输路线，
从而对茶花路希望桥地段产生渣土扬尘，并对周边
居民生活造成了影响。

针对这一情况，该委综合执法一大队依照有关
规定对施工方进行立案查处，通知对方单位前往市
政务中心缴纳罚款2000元，并责令其停工，督促其
洒水降尘、清洗所污染路面；同时，告知对方单位严
格执行《咸宁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之规定，加
大洒水降尘。

后续，该委将加强跟踪，抓好夜巡管控与夜间
值守。

无牌农用车何以进城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辛文

12日，正午时分，记者在城区咸宁大
道与书台街交汇处看到，一辆无牌的蓝
色四轮农用车，装着满车的红砖往咸宁
大道方向驶去。该车的车斗没有进行任
何覆盖，红砖码得高高的，车斗尾部没有
任何遮挡物，车斗的顶部也没有任何束
缚，红砖摇摇晃晃随时有掉落车外的危
险。

这并不是个例，随后，记者又看到一辆
三轮农用车装载着沙子行驶在银泉大道
上，车斗里的沙堆高高隆起，没有任何覆
盖，沿途泥沙一路飘飘洒洒。

在书胜路，记者发现了二三辆无牌农
用车的身影。停放的农用车部分已经十分
残旧，有的前轮出现多道裂痕，有的多个零
部件出现锈迹，有的甚至出现零部件脱落

现象，记者还留意到这些农用车未有通行
许可证，更无载重标识。

马柏大道和贺胜路作为进入咸宁城区
的主干道，砂石运输车一直比较多。当日
下午2点左右，记者先后跟随两辆砂石运
输农用车沿马柏大道向贺胜路方向行驶，
两辆车虽然车速保持在30公里/小时左
右，但记者跟随其后仍看到扬尘较多，路旁

骑电动车的市民纷纷减速。车距较近时，
记者能听到飘落的砂子砸得车前窗“啪啪”
作响。

据了解，农用车主要指用于农业生产
活动的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一般车身
较大，重心偏高，四面漏风，保护措施差，制
动性能也无法与正常客车相提并论，安全
系数低。

记者调查发现，农用车由于载重小，多
存在超载情况，白天有，夜间更多，带泥上
路、撒漏等行为能侥幸逃过就逃，任由沙土
满天飞，而且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非常危
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用车主告诉记
者，他的农用车专门以运输砂石建材为主，
按车运送，货到付款。

“城区一车300元左右。”记者看到他
的农用车已经装好砂石，车后斗砂已经高
高冒出了车厢的上沿。“我的农用车马力不
算大，实际核载量为1.5吨，但车才开了两
年，各项性能指标还能过关。”按他的经验
而言，该车最多能负载7吨货物，装载4吨
多砂石虽然跑起来有些吃力，但还在可控
范围内。

在城区有不少工地在施工。道路上，
不少农用车辆车身还沾满灰尘，车辆行驶
时，带起一片尘土。不仅如此，不少农用
车没有盖板，直接让砂石渣土裸露随风飞
扬。

“有些蓝色农用车辆车身到处是淤泥，
可能是故意不洗，这样即使出了事故，也
不会被人认出来。”李女士告诉记者，一

般遇到这些无牌的农用车，她都会尽量
躲着。

记者在贺胜路看到，有运载渣土的农
用车从天成家居的方向开往岔路口，当时
车速较快。在贺胜路、咸宁大道等路段上，
路面多处留下了带着泥土的车轮印迹，还
有渣土块撒落路面后被车辆来回碾压留下
的“黄褐斑”。

13日，记者在岔路口采访发现，该路
口交通情况复杂，车流量大，大车也多，但
依旧能看到农用车载着建筑材料的身影，
部分四轮农用车经过路口时显得十分野
蛮。

上午10点多，一辆四轮农用车跟在一
辆小车后面，绿灯亮起时，小车起步较慢，
农用车在后方狂按喇叭，一副风风火火
的样子。待小车向前行驶之后，农用车
迅速加速，欲要超车，尝试了几次，始终

没有成功。
11点多，同样在该路口，一辆小车右

转时，一辆四轮农用车忽然从后方行驶
上来，想要抢在小车之前右转。由于距
离近，转弯时两车几乎要贴在一起。小
车司机看到农用车从后面赶上来，迅速
靠向另一侧，保持安全距离，让载货的农
用车先通过。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反映，
运输砂石的农用车行驶速度快，不管路口

有没有红绿灯限制，车速都不受控制，有的
农用车还闯红灯行驶，只要路口没车，直接
加速通过。

当日，记者在博仁中百门口的十字路
口看到一辆载货农用车正在行驶，该路口
设置了红绿灯。直行车道红灯亮起，所有
车辆都在减速停稳，但这辆农用车停都没
停，直接扬长而去。

“它又没有牌照，监控录像拍下来了，
交警也处罚不了，根本找不到车嘛。”一旁

的市民杨先生说。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建筑物料运

输审批越发严格，运输成本大幅上涨，使用
价格低廉的农用车成为行业的惯性行为。

“通常农用车都是受雇于中小型的工程，进
行运输建筑物料和清理建筑垃圾等，农用
车费用一趟只需几百元便可，相对低廉的
价格让不少施工队趋之若鹜，现在雇用农
用车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该人士对记
者说。

抢行车道强闯红灯

超载严重沙尘飞扬

残破车辆随意上路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知足常乐”
咨询，家里的淋浴喷头用久了很容易堵
塞，每次用的时候洒水不均匀，水流时大
时小，想知道该如何清洗淋浴喷头？

【记者打听】温泉某家电城工作人员
分享了清洗淋浴喷头的有效方法。

淋浴喷头堵塞的根源，是热水长时
间流过孔隙，其水垢会附着在出水口，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碳酸钙的钙化问题。水
垢堵塞了出水孔，自然也就导致淋浴喷
头出水不均匀。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使用
白醋。具体方法是在大小适当的塑料袋
中放入少量水和白醋的混合物，然后包
裹住喷头，上段用细绳或皮筋绑紧。

如此浸泡一个晚上，喷头里面的碳

酸钙基本被白醋溶解了，这时候取下塑
料袋，打开淋浴阀门，用热水器里面的水
把喷头内的溶解物冲洗出来，喷头的内
部清洁工作就已经做好。

紧接着用刷子蘸取清水清洗喷头外
表面的污垢，对喷头的外部也进行彻底
清洁。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淋浴喷头的
内外清洁。

夏天洗澡比较频繁，淋浴喷头最好
每个月清洗一次，否则沉积过多水垢，就
很难再用醋溶解开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如何清洗淋浴喷头

三轮摩托车乱停乱放
部门：加大巡逻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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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新屋郭巷和体
育路交汇处每天上下班都会堵车，主要是三轮摩托
车乱停乱放，使原本的两车道变成了一车道，希望相
关部门能重视并解决问题。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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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建国家文明城市，营造良
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切实维护城区道路交通秩
序，公安交警部门积极争取咸安区委、区政府支持，
并由区政府负责牵头，联合创建办、城管、运管、工
商、残联等部门多次对城区拼装、改装、组装正三轮
摩托车、电瓶二轮、三轮电动车、残疾人代步三轮车
进行专项整治，全面清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网民所反映的新屋郭巷和体育路交汇路段属于
建材批发市场，导致货运正三轮摩托车在体育路、交
通巷、邮电路等路段乱停乱放。因该路段不是城区
主要干道，交警警力不足，对该路段交通管理工作较
为薄弱。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根据市民所反映的违
停现象突出路段加大警力巡逻管控，并做好货运摩
托车驾驶员宣传教育和管理工作，同时继续向有关
部门反映市民诉求，力求尽快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