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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该如何护理紫砂壶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茶叶店负责人
桂女士分享了几点护理紫砂壶的小技
巧。

紫砂壶的好处之一是能“裹住香气，
散发热气”，久用能吸收茶香，更能透出
油润光泽。一般陶瓷茶具，器壁光滑，渗
透性差，其凝聚的水珠滴落后，使茶水频
繁搅动，容易促使好气性霉菌繁殖，造成
茶水发馊变质。而紫砂壶的陶质壶壁粗
糙，渗透性强，且壶盖有气孔，能吸收蒸
气，不至于在盖上形成水珠，因此，用紫
砂壶盛茶水不易发馊。

日常保养紫砂壶应特别注意，泡茶

时，不时用干净的湿布擦拭壶身，时日稍
久，壶身会愈发光滑温润，发出雅光。用
完后的紫砂壶必须保持壶内干爽，勿积
存湿气。

紫砂壶宜放在通风的地方，不宜放
在闷燥处，更不可认为珍贵，用后包裹或
密封。勿放在多油烟或多尘埃的地方。
最好用完后把壶盖侧放，勿常将壶盖密
封。

紫砂壶内勿常常浸着水，应到要泡
茶时才冲水。最好多备几个好的紫砂
壶，喝某一种茶叶指定用一个壶，做到专
壶专用。勿用洗洁精或任何化学物剂浸
洗紫砂壶，否则会把茶味洗掉，并使外表
失去光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护理紫砂壶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倩倩”咨询，

作为女孩子，总有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
但毛绒玩具非常容易吸灰，放在房间一
个月没碰，拿起来都是厚厚的一层灰。
想知道毛绒玩具该如何清洗？

【记者打听】温泉中百仓储的工作人
员分享了有效清洗毛绒玩具的几个方法。

首先是干洗的方法。准备一袋大粒
的粗盐或工业用盐，一个塑料袋。将脏
了的毛绒玩具放入塑料袋中，倒入适量
的粗盐，用皮筋将塑料袋口系紧，然后使
劲的摇晃。几分钟过后，就可以看到，粗
盐变黑了，但毛绒玩具变得干净了。

其次是水洗的方法。先用胶带把怕
磨损的配件部位包住，然后将毛绒玩具

放入洗衣机中，选择柔洗，甩干，悬挂在
阴凉处晒干。需要注意的是，晾晒过程
中要间歇轻拍玩具，使其毛皮、填充物蓬
松、柔软，避免变形。

最后是日晒法。日晒是最简单最省
力的毛绒玩具清洁方法。紫外线可以有
效的杀死一些看不见的细菌，保证毛绒
玩具的基本卫生状况。但要注意的是，
此方法只适用于颜色比较浅的毛绒，因
为面料及材质不同，强烈的日光可能会
使毛绒玩具褪色。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如何清洗毛绒玩具

8月20日，记者从我市根治欠薪夏
季行动督查调研座谈会上获悉，截至7
月底，今年我市为2511名劳动者追回工
资3356万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了和谐稳定环境。

3356万元欠薪是如何追回的？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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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收托管费是否合理
部门：自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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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通城人，现在小孩不管
是上初中还是小学，都要收取托管费。如果不交托
管费，中午或晚上吃饭之后就不能在学校里面休息，
想知道这种收费合理吗？是否为变相收费？

对此，通城县教育局回复：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省
教育厅、省物价局〈关于开展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
务的指导意见（试行）〉》、《咸宁市教育局〈关于在全
市教育系统开展学生托管问题专项行动的通知〉》、
《关于印发〈通城县小学生课后托管服务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文件精神，以及咸宁市教育系统学生托
管专题行动工作会议精神，为满足小学生课后托管
需求，缓解学生家长实际困难，学校为学生家长提供
课后托管服务，组织开展团体、体艺活动和作业辅导
等兴趣活动。

按照省市县教育部门有关文件政策规定，通城
县各学校组织建立家长委员会商定托管服务项目，
家长学生自愿申请参加。由家长委员会代表核算、
管理托管经费收支，本着家长学生自愿参与的原则，
收取托管费，不强制收费。不托管的学生由家长上
午放学后接回家，下午上课前送到学校，家长负责放
学后到上课前的时间段的学生看管和安全。

我市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着力
健全治理劳动者欠薪问题长效机制建设，
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切实维护广大农民
工的合法权益。

严厉打击欠薪行为，重点关注工程建
设领域。市劳动保障监察局工作人员介
绍，根治欠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长效机
制，从源头治理，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落
实“四项制度”。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工程开工之
前，建设单位按照建筑工程项目中标合同工
程总造价一定比例缴纳，以保障农民工工资
按时支付。目前我市共有现金缴纳、银行保
函、商业保险、业主担保四种方式。

实名制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全面实
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建立劳动计酬
手册，记录施工现象作业劳动者的身份信
息，劳动考勤、工资结算等信息，实现信息
化实名制管理。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施
工总承包企业分解工程价款中的人工费
用，在工程项目所在地合作银行开设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专款专用。

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制度。推动各
类企业委托合作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
在工程建设领域，实行分包企业农民工工
资委托施工总承包企业直接代发的方法。

此外，开展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

信等级评价。建立黑名单、联合惩戒制
度，列入拖欠劳动者工资“黑名单”的责任
主体，由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
依规实施联合惩戒，在政府资金支持、政
府采购、招投标、资质管理、融资贷款、市
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
限制。

据了解，下一步，我市将大力推进全
市在建工程项目在农民工实名制、工资专
用账户、银行代发工资信息化监管系统平
台上线运行，实时监控拖欠、克扣农民工
工资等违规行为，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
介入、早化解，实现监管前移，将欠薪行为
阻止在萌芽阶段。

小区车库改住房
部门：已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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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咸安区玉泉花园一期
车库被改做住房。

该网民称，小区一期一楼车库目前大部分被改
做住房对外出租，原本车位就有限的小区现在拥堵
不堪，下班回家得争分夺秒，晚了车子只能停到小区
外面。此外，小区环境卫生脏乱差，有一幢房子2层
瓷砖大片裂开，一直没人处理。希望相关部门能帮
助解决。

对此，市住建局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进
行了调查处理。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网民反映的
小区车库被改做住房的问题，该局第一时间约谈物
业公司，责成物业公司针对该问题进行劝阻，并收集
相关资料向城管执法部门反映。该局后期将针对小
区违规搭建等行为加强宣传力度。

关于小区环境差问题，该局已责成物业公司针
对小区环境集中整治，也将加大对小区脏、乱、差环
境整治力度。关于瓷砖脱落问题，已联系物业公司，
迅速进行排查，一经发现问题，立即处理。

3356万元欠薪是如何追回的？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刘念 通讯员 金玉锋

通过辛勤劳动及时拿到报酬，是每一
名劳动者的愿望，但目前仍有极少数企业
拖欠劳动报酬。

“与去年同期比较,目前我市欠薪情况
比较稳定。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主要通过劳
动者举报、投诉、劳动监察日常巡查检查搜
集企业欠薪的信息，其中90%以上案件来
自举报、投诉。”市劳动保障监察局工作人
员介绍，全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窗口已落
实“零门槛”投诉，凡劳动者向劳动监察部
门举报、投诉，均按照程序登记、调查。

对欠薪投诉一般有协调处理、立案查
处两种方式。对案件简单、企业和劳动者
双方都有调解意向，劳动监察机构采取协
调处理的方式，促进双方达成支付协议；对
企业和劳动者双方无法达成支付协议的，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依法依规立案调查。经
调查核实，对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的用人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人
社部门依法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从重给予行政处
罚，依规纳入拖欠工资“黑名单”管理，由相
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对涉嫌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犯罪的，人社部门及时向公安机关
移送，保持对欠薪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截至7月底，今年全市劳动保障监察
机构共受理各类群众举报、投诉案件231
件，协调处理193件，立案欠薪案件38起，
结案 33 起，为 2511 名劳动者追回工资
3356万元。

欠薪发生在哪些领域？原因是什么？
目前我市欠薪主要发生在建筑业、餐

饮零售业、小微企业。其中建筑业是高发
领域。

建设工程项目层层转包现象屡见不
鲜,为拖欠劳动者工资埋下隐患。有的
项目经建设总承包单位多次转包,劳动

者的工资要经多层分包商才能拿到手,
若某个环节出问题,工资都有可能被拖
欠。另外，工程经层层转包后，工程质量
难以保证，也容易导致工程质量和工程
款纠纷，进而导致拖欠劳动者工资现象
的发生。

餐饮零售业，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工资

拖欠风险。餐饮零售业回本周期长，一些
企业经营出现困难，资金周转不开，劳动
者工资被拖欠。

小微企业，一些注册时间不长，注册
资金少的企业，当经营状况不佳，资金链
可能断裂或企业倒闭，进而导致拖欠劳动
者工资现象的发生。

建筑业是欠薪高发领域

标本兼治，建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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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高层用水困难
部门：加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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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赤壁市明尚精
英小区一名业主，近期高层住户用水困难，希望相
关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该网民表示，自买房至今也有5、6年了，三楼
以上住户每天无水可用，7楼就更不用谈了，自买房
至今已用坏3个增压泵，特别是夏天，简直无法生
活。住户多次找物业、社区、水务集团，均得不到解
决。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赤壁市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高度重视并迅速核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
该公司员工多次上门开展了管道、阀门检查、入户压
力检测等，并多次联系物业公司，建议增建小区整体
增压设施，千方百计帮助用户解决问题。8月30日
上午，该公司再次对该小区进行了压力检测，测得压
力为0.2兆帕，符合《城镇供水服务》的规定。

该公司建议高楼层业主要与开发商、物业公司
加强沟通，由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组织对小区进行二
次供水管道改造，尽快建设小区整体增压设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该公司也将持续关注，并积极加
强与物业公司、开发商等相关方面沟通联系，全力
为用户提供职责和管理范围内的服务和帮助。

建筑工地深夜施工扰民
部门：已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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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家住城区老行署
附近，周围工地深夜施工扰民，希望相关部门能重
视并解决问题。

该网民表示，老行署这边的建筑工地基本每天
24小时不间断施工，包括午休时间、晚上更是不会停
歇，住在附近的老人和孩子饱受煎熬。现在已经开
学，每晚孩子无法正常休息，白天上学精神没办法集
中，孩子天天问，这噪音怎么样才能在休息的时间停
一停！也打过投诉电话，但一直没有解决。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生态环境局重视并迅
速调查核实，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经查，该工地为岔
路口祺泰建筑工地，目前项目主要是土建工程，噪声扰
民主要是施工方运输建筑渣土，投诉情况属实。

根据《咸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城市建
筑垃圾渣土管理的通知》规定：“市城市管理局为市
城区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制
订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处置管理办法，开展建筑企业
垃圾处置方案审核、工程渣土运输企业的资质审查，
监督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倾倒、运输、消纳、利用
等处置活动，管理建筑垃圾固定消纳堆放场地，依
法行使市城区内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的处置、运输
的审批权、管理权和处罚权，并对违规行为依法查
处。”的要求，建议网民向市城管委反映。

欠薪投诉零门槛

近日，有市民反映，城铁南站早上开门
时间晚，仅一个人工售票窗口，且临近发车
时间不检票、旅客蜂拥冲上站台，存在安全
隐患。记者近日前往城铁南站探访。

5：35，记者来到城铁南站。车站售票
大厅的大门还没有打开，车站广场上已经
陆续有旅客在花坛边的石阶上等候开门。

6：00，已经有大量的旅客在车站广场、
进站口门前等候，他们中有人拖着行李出去
旅游、探亲，也有住在咸宁的武汉上班一族。

“这个班次最合适，到武汉正好赶得
到上班。”市民周女士便是上班族的一员。
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周一搭乘 6:47 的
C5020次城铁前往武汉上班，周末在咸宁度
过。但是车站的一些服务却让匆忙的人们
更加匆忙，导致周一美丽的心情受到影响。

“怎么开门这么晚，站在外头好晒呦！”

市民张婆婆一大早拖着个购物小推车在门
外等候，因为早上急匆匆赶过来，满头大汗。

6：10，大量的市民已经焦急地在进站
口门外等待，他们不时往里面望去。隔着
玻璃门，记者看到此时车站工作人员开始
在售票窗口、安检处就位，做好迎接旅客的
准备。

6：19，工作人员打开进站口的大门，门
外的旅客一拥而上。有的赶到自助售票机
前，有的则冲到人工售票窗口前。一时间，
各大人机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龙。

记者看到，大厅开设了一个人工售票
窗口、三台自助取票机，一台自助售票机。
在人工售票窗口前，排队的多是年纪偏大
的人群，也有部分是临近发车时间无法在
网上购票的旅客。

“已经6:30，这个售票窗口怎么这么

慢，都赶不上车了！”眼看就快到发车时间
了，廖先生急得不时踮起脚看排队的情况。

此时靠近人工售票窗口的一台自助售
票机出现了故障，原本排队的人不得不挪
动到其他的队伍后面。

“这台机子老是坏，又没有人及时维修
……”市民李女士反映，上周一来乘车时，
这台机器就处于故障维护中，现在又坏了。

记者此时看到，整个大厅售票区已经
站满了旅客，取完票的旅客不得不从队伍
中穿过到安检处，场面混乱，也未见车站工
作人员出来引导。

6:40，距离发车时间仅7分钟，来不及
取票的旅客直接拿身份证进站，甚至有的
连购票订单都没有核对。人工售票窗口还
有三两旅客在买票，工作人员提示旅客先
上车后再补票。

记者向车站工作人员反映进站口开门
时间晚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第一班车是
6:47，开门早了也没有多少旅客前来买票，
大部分的旅客都是在6点十几分来乘车，
因此到6:20开门；针对仅开设一个人工售
票窗口的问题，工作人员的解释是目前车
站的人员安排如此。

第一个班次发车后，整个候车大厅顿
时空旷起来，直至该班次最后一位旅客上
车，出现故障的取票机仍然没有进行维修。

早上开门时间晚，仅一个人工售票窗口，且临近发车时间不检票——

城铁南站服务为何不“准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