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比于银行ETC业务，用户通过支
付宝、微信等办理该业务，通常需要用户
自己手动安装机具。”市农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银行具有比支付机构更高的品牌影
响力，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信赖，因而银
行在这场“ETC争夺战”中有明显优势。

不过，该负责人提醒，虽然ETC的使
用让车主在行车时更为畅快，但是其中可
能存在的盗刷风险不容忽视。目前，ETC
卡共有三种形式，分别为单用途ETC卡、
记账卡以及在银行卡上集成ETC功能的

“二合一”联名卡。第三种卡就存在盗刷
风险。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的车主，可关闭
小额免验免签功能，车主通过手机银行

App或到银行网点现场办理等多种方式
可关闭‘双免’。”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我
市在发行ETC卡时采用的是双卡模式
——即插在OBU上的卡片仅作为交通行
业专用支付凭证，并不具备银行卡的金融
功能，通过后台绑定银行卡或账户。双方
使用的密钥不一样，POS机等刷卡设备无
法读取ETC卡内信息，不会被盗刷。

不过，过去已安装“二合一”联名卡的
ETC用户，应尽快拨打开卡行的客服电话
确保“双免”功能处于关闭状态。ETC银
行卡用户最好开通短信提醒功能，万一被
盗刷，马上就能知道。一旦发现信用卡被
盗刷，也可拨打发卡银行电话申请赔付，
并及时报警。

新闻追问
问热点

近期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让ETC成了2019

年银行营销的热门话题。记者从市交通局获悉，根

据各ETC发行银行数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

ETC累计发行量为16.66万辆，剩余安装任务为

3.5万辆。此外，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机构也

可办理ETC业务。

那么，ETC促销之战，谁最有优势？记者了解

发现，就目前来说，银行的ETC办理相对麻烦一

些，而支付宝和微信的ETC办理相对比较便捷。

但是，就办理的费用、通行的优惠措施及服务而言，

银行办理则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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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了费为何天然气未开通
部门：未按要求隔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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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开发商收取天然气开
户费却不能实现通气。

该网民表示，咸安区荣凯天阶开发商明知房子
设计不符合通气要求，却收取业主2300元天然气开
户费。结果现在已装修好的大部分业主家，一直不能
通气，想住的业主不能住，想出租的业主不能出租。

对此，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调查核实，
荣凯天阶1栋楼具备管道燃气安装条件。该栋楼虽
然为单间公寓，但荣凯天阶开发商湖北荣凯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0日向中石油昆仑燃
气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书面承诺，将在荣凯天阶1
栋单身公寓厨房后期装修时按燃气设计要求进行
隔断。

造成该网民家目前不能开通的原因，是在装修
时未按承诺对厨房进行隔断，不符合相关国标相关
国标强制性条款。《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和《城镇燃
气技术规范》有详细规定：居民住宅用燃具不应设
置在卧室内。且对非居住房间定义为住宅中除卧
室、起居室(厅)外的其他房间。如果燃气具设置在
与属于起居室的客厅在空间上连成一体的厨房内，
则不符合上述条文规定。燃气灶应安装在有自然
通风和自然采光的厨房内。利用卧室的套间(厅)或
利用与卧室连接的走廊作厨房时，厨房应设门并与
卧室隔开。

居住证如何申办
部门：需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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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办居住证？

对此，咸安区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根据
公安部《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公民离开常住户口
所在地，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
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可以申
领居住证。

公民本人或代办人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
理居住证，填写《流动人口信息登记表》，交验申领人
居民身份证、采集申领人相片以及居住地住址、就
业、就读等证明材料。

个人申办居住证需提交以下材料：本人居民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房主身份证明和租赁合同原件
及复印件（自购房者提供房产所有权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单位用工（住宿）证明或用工劳务合同（仅限
居住在用工单位的人员提供）。

种粮大户为何没有补贴
部门：是否签订协议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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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作为通城县土地流转
几百亩的种粮大户，想知道为何没有任何补贴，而据
了解很多地方都是有补贴的？

对此，通城县农村农业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
根据《湖北省农业厅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
步完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补贴对象和依据：以家庭承包农户（以下简称
农户）为单位，在农户土地二轮延包面积基础上确
权确地的实测面积，作为农户申报补贴资金的依
据。农户之间土地经营权发生流转的，应签订土地
流转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农户
之间未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的，补贴资金仍由土地承
包权者享有；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用于农业生产的，必须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并
在协议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农户签订的土地
流转协议必须上报乡镇财政所（经管站）备案，作为
补贴发放凭据。

所以，该网民作为种粮大户（农业经营主体）是
否与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和报乡镇财政所备
案，协议并明确指出补贴资金收益方，如果没有，那
补贴资金将以农户土地二轮延包面积基础上确权确
地的实测面积,发放给耕地承包权农户。

你选择哪家办理ETC？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骆晓丽

银行的ETC业务是三者之中最早推
出的。市工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行
在2014年就已经开始推广，基本上各大国
有银行都会提供ETC服务。目前，我市开
通ETC办理的银行有工、农、中、建、邮五大
国有银行及农商行等。银行的ETC设备目
前很多都是与信用卡绑定，只要办理信用
卡，银行即免费赠送ETC设备，客户自主安
装即可。ETC卡与客户信用卡绑定，自动
扣费，无需充值。

记者从多家银行了解到，个人办理
ETC设备，一般需要车主携带本人身份
证件、行驶证，并持有所办理银行的信用
卡，即可提交银行网点申请办理。而对于
单位客户，一般需要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

或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申请人身
份证、申请人本人信用卡、单位车辆行驶
证等，前往银行网点办理。

在政策鼓励推动下，我市各大银行开
启强势营销ETC业务模式，不仅通过营
业网点放置宣传牌、公众号推文等方式卖
力“吆喝”，还纷纷加码优惠力度，让车主
们颇为心动。

记者了解到，银行的ETC信用卡通
行费基本优惠为9.5折，而不少银行还推
出了额外优惠：某银行就推出了免费安装
ETC，即送100元加油卡，到该行合作的
洗车店可以享受免费洗车的优惠政策；另
一家银行则推出积分换礼品等活动，高速
通行费最低打8折。

银行：免费安装ETC，高速通行费最低打8折
支付宝的高速ETC服务是2017年推

出的，在支付宝的“芝麻信用”中，点击“更
多服务”，就可以找到“ETC服务”图标，芝
麻信用分值在550分以上可在线办理申
请。

相对于银行办理ETC，支付宝ETC无
需和银行一样绑定银行卡，无论是办理还是
解绑，均可直接通过手机一键办理，方便快
捷。支付宝支持一个账户绑定多辆车，可以
为未开立支付宝账户的代付高速通行费。

为“招揽”客户，支付宝同样打出了“优
惠”牌。记者在支付宝搜索“ETC服务”小程
序显示，支付宝与平安银行合作办理ETC，
在活动期间完成任意一笔消费后3个工作
日内，ETC服务小程序客服会联系用户返

还100元红包。申请材料方面，需要支付
宝、行驶证、身份证、车辆信息必须在同一人
名下，并且名下车辆信息没有办理过ETC或
者曾经办理但已注销超过两个月。不过，记
者注意到，该服务正处于产品优化中，新用
户暂时无法办理高速ETC业务。

记者发现，支付宝ETC优势明显，但
劣势也很明显。一是额度限制，为了保障
客户的账户资金安全，支付宝目前设置的
单次车牌付费金额上限为100元，如果费
用超过100元，还得使用现金或其他方式；
二是办理收费，支付宝ETC设备是收费的，
大约300元，而银行一般免费。另外，支付
宝ETC虽然可以享受高速缴费折扣，但是
有些地区还可能收取额外的服务费。

支付宝：芝麻信用分550分以上，即可办理ETC

微信ETC是2018年上半年开始推
出的，微信ETC的优势和支付宝ETC一
样，比较便捷，无需绑定银行卡，通过微信
上传身份证或者行驶证，申办成功后可自
行安装ETC设备。

记者在微信“ETC助手”页面看到，
微信推出免费办理ETC送设备，开通车
主会员享加油8.5折起优惠以及邀5人办
理返99元的活动。在申请时，需要提交
车主身份证、行驶证、车辆照片等信息用
于审核，在上传资料并绑定微信支付后，
一般1—3个工作日内完成设备定制，预
计3天后快递到客户手中。

然而，目前通过微信办理ETC并不

实惠，办卡费用99元。虽然微信推出“可
以通过邀请3个好友来免除办卡费用”的
活动，但操作起来仍存在不便。此外，目
前微信ETC通行费优惠的省份较少，新
疆、安徽、甘肃、黑龙江、辽宁等地区暂无
折扣。

微信：办理比较便捷，但通行费优惠省份较少 专业人士：“二合一”联名卡，存在盗刷风险需注意

购房两年为何难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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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在通城
县瑞景宏图小区买了房，但至今无法办证，希望相关
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该网民表示，自己全款购买房至今没开发票，还
只是收据，并且强制收取物业费。合同说一年办房
产证，但至今未办。且无绿化、公园、露天停车场，仅
有一条安全通道，另一条在购买房时说修，截至目前
仍未修，存在安全隐患。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通城县住建局相关
工作人员回复称，物业费是自业主入住之日起开
始收取，业主入住后需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管理
费，缴纳物业费也是业主应尽的责任与任务。如
果有什么问题，建议及时跟物业沟通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不了的或者业主对物业管理收取费用
有疑虑的，可投诉至房地产事务中心物业管理
处。

瑞景宏图小区只办理了规划区域内的房屋预售
许可证，违建部分并未办理相关证件。 关于其它虚
假问题目前已由执法局、市场监管局等单位组成联
合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

一.森林防火“十不要”
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

打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
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
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
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
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
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
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

二.森林火灾的起火原因
森林火灾的起因主要有两大类：人为

火和自然火
（一）人为火包括以下几种：1.生产性

火源：农、林、牧业生产用火，林副业生产用
火，工矿运输生产用火等；2.非生产性火源：
如野外炊烟，做饭，烧纸，取暖等；3.故意纵
火。在人为火源引起的火灾中，以开垦烧
荒、吸烟等引起的森林火灾最多。在我市

的森林火灾中，由于炊烟、烧荒和上坟烧纸
引起的火灾占了绝对数量。

（二）自然火：包括雷电火、自燃等。由
自然火引起的森林火灾约占我国森林火灾
总数的1%。

影响火灾的三要素：温度、湿度和单位
可燃的载量。

三.森林火灾的发现-发现比扑灭更有
意义

森林火灾危害大，扑灭困难，于是在火
灾还在萌芽状态立即扑灭它就显得尤为重
要。森林火灾因为常常处在深山老林中，
不易发现，故而发现火灾对于早扑灭火灾
具有重要意义

四.扑救森林火灾时应如何强化安全
措施

强化扑火组织。一是派有扑火经验的
同志担任前线指挥员。二是临时组织的扑
火人员，必须指定区段和小组负责人。三
是明确扑火纪律和安全事项。四是检查扑
火用品是否符合要求，扑火服是否宽松、阻
燃。五是加强火情侦察，组织好火场通信、
救护和后勤保障。六是从火尾入场扑火，
沿着火的俩翼火线扑打。七是不要直接迎
风打火头，不要打上山火头，不要在悬崖、
陡坡和破碎地形处打火，不要在大风天气
下、烈火条件下直接扑火，不要在可燃物稠
密处扑火。八是正确使用扑火机具。

五.森林火灾脱险自救方法
一是退入安全区。扑火队（组）在扑火

时，要观察火场变化，万一出现飞火和气旋
时，组织扑火人员进入火烧迹地、植被少、
火焰低的地区。二是按规范点火自救。要
统一指挥，选择在比较平坦的地方，一边点
顺风火，一边打两侧的火，一边跟着火头方
向前进，进入到点火自救产生的火烧迹地
内避火。三是按规范俯卧避险。发生危险
时，应就近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脚朝火
冲来的方向，扒开浮土直到见着湿土，把脸
放进小坑里面，用衣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
体正面。四是按规范迎风突围。当风向突
变，火掉头时，指挥员要果断下达突围命
令，队员自己要当机立断，选择草较小，较
少的地方，用衣服包住头，憋住一口气，迎
风猛冲突围。人在 7.5 秒内应当可以突
围。千万不能与火赛跑，只能对着火冲。

森林防火知识宣传

（上接第一版）
以人为本，坚定不移保饮水。旱情发

生后，市委市政府要求各地把确保农村人
畜饮水安全作为当前抗旱保稳定的首要任
务，坚持先生活、后生产原则，千方百计确
保农村饮水安全。

据市水利和湖泊局9月25日统计，因
部分农村分散性饮水采用山泉水或井水等
水源，持续干旱后出现季节性缺水，致使我
市共计2100人出现饮水困难需救助的情
况。

9月2日，我市首例高扬程供水水厂
——咸安汀泗桥镇花纹水厂正式建成投
用。

由于供水净高差达到400余米，花纹
水厂通过多级提水，成功实现高扬程供水，
花纹山区10000余人的饮水问题得到有效
保障，从此彻底告别用水难。

通山县大畈镇和慈口乡海拨位置高，
距离水库远，持续干旱导致少数村民出现
饮水困难。目前，镇、村两级正组织水车送
水保障人畜饮水，并正在勘察选择合适位
置打井解决饮水问题。

连日来，市水利和湖泊局已组织2个

督导组，深入饮水困难地区指导开展抗旱
保饮水工作。督导反馈情况显示，各地饮
水困难问题已得到有效缓解。

统筹协调，凝聚合力抗大旱。为进一
步缓解旱情，各地各部门强化协作，多措并
举全力做好抗旱工作。截至到9月25日，
我市共实施人工增雨26次。

7月31日，赤壁市相继开启群英闸、解
放闸、鸭儿湖闸等引江水抗旱，并协调长委
陆水枢纽局加大南北干渠放水流量。

旱情发生以来，崇阳县已抢抓有利气
象条件，先后成功实施了9轮人工降雨。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全市“桂乡农匠”
200多人到田块地头，加强生产技术指导，
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及时改种耐旱农作
物，做好技术跟踪服务。

截至9月23日，我市共投入抗旱人力
14.35万余人次、投入抗旱资金5900多万
元，启动各类泵站1072处，全市共调配大
小水泵1.4万余台套，投入抗旱设备2.42万
台套,调运送水车辆1400余车次，组织农
机抢修分队66支，打井80余口，发放饮用
矿泉水1.3万余件。

抗旱减灾下一步着力点在哪里？

立足抗长旱抗大旱，打响抗旱减灾攻
坚战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20天我市仍无有
效降雨，后期降雨趋势不明朗，甚至可能会
夏秋冬三季连旱。

当前，居民生活用水需求较大，水库蓄
水持续下降，秋冬播等农业灌溉用水需求
明显。

旱情逼人，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25日召开的全市抗旱及森林防火工作

专题会议，为我市下一步抗旱减灾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安排。

统一思想认识，立足抗长旱抗大旱。
各地各部门要立足抗长旱抗大旱，采取一
切措施，切实做好抗旱减灾各项工作。

各地要督促乡镇及村组加强水库等水
源管理，不能放任自流。

水利部门要算好水账，科学调度水利
工程，充分发挥每一方水资源的效益，水电
站停止发电，优先保障农村饮水安全需要。

农业部门要指导农民改变种植结构和
方式，改种耐旱作物，集中育苗，降低农业
用水需求。

气象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主动

寻找战机，抢抓有利天气，积极开展人工增
雨作业。

住建部门要统筹考虑城镇供水，现阶
段要尽量从长江等过境水源取水，少用本
地水库水源，以备长期干旱之需。

应急部门要时刻做好抗旱应急队伍和
救灾物资等准备。

采取有效措施，立足保饮水保生活。
各地要始终坚持“先生活、后生产”原则，充
分掌握旱情发展动态，准确掌握饮水困难
人口数量和分布区域，采取有效措施，优先
保障人畜饮水安全，保障农民生产生活稳
定。

水源不足的地区，要按照应急与谋远
相结合原则，多方寻找替代水源和补充水
源，如山泉水、邻近水库水或通过管网延伸
以城补乡等。同时，要严格限制高耗水行
业用水，推广节约用水措施。

对于水源枯竭、居住分散的偏远地区，
要组织干部定时进村入户摸底排查饮水困
难情况，保持信息畅通，多方联动，及时组
织车辆送水。可设置集中供水点，定时、定
量供应生活用水，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基本
生活用水，确保农民生活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