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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儿童游乐场安全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潜山还建房何时能入住
部门：
将尽快启动房屋分配工作

当前，很多市民在闲暇时或晚饭后会带
着孩子到商场、广场散步闲逛。一些小贩从
中找到商机，在商业街门前的广场空地处摆
起旋转木马、蹦蹦床等游乐设施。然而，这
些室外的儿童游乐设施安全吗？近日，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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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潜山村居民，因房子拆
迁，现在租房子住。想问潜山古寺下的还建房已经
做好很久了，何时能入住？
对此，马桥镇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潜山还建房
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6 万㎡,共有 38 栋楼，建成
后可提供住房 1186 套，
配套建设道路、
管网及绿化等
附属设施，
于 2013 年 12 月正式开工建设，
2016 年 12
月基本完成房屋主体及附属工程施工工作，
2017 年 4
月市旅投公司承接后，分别在 2017 年 5 月、9 月完成
了房屋主体及附属工程竣工验收工作，2018 年 6 月
通过多方努力、
沟通协商解决了供电、
供水、
排水及安
全管理问题，
至 2019 年 7 月全部完成通水、通电施工
工作，具备房屋分配入住条件，并已安排物业公司在
房屋分配期间进行统一管理维护，正在督促各施工
单位加快完成工程收尾及移交工作。
目前，马桥镇已制定了房屋分配初步方案，下一
步将按照相关程序依法依规尽快启动房屋分配工
作，争取在 2019 年底确保搬迁群众能够早日入住。

问安全
新闻追问
1 游乐现场安全无保障
在同惠国际广场门口的空地上，商家设置有小火
车、旋转木马、蹦床、电动小汽车等游乐项目，吸引了
不少儿童前来玩耍。这里人气最旺的要属儿童蹦床，
现场摆了 5 个儿童蹦床。在蹦床上玩耍的小朋友中，
最小的孩子只有 2 岁半。腰部系上了绑带的小朋友，
在蹦床上反复弹跳，玩得不亦乐乎，一旁的家长也跟
着起劲欢呼。
一位家长说，她很喜欢让孩子玩露天的游乐场，
因为室外的空气流通性好，且室外游乐项目的价格也
较便宜，
如果人不多的话，想玩多久就能玩多久。
记者注意到，在每个游乐设施的周边，既没有注
意事项警示牌，也没有游乐设施的使用说明及需要注
意哪些问题的提示。
儿童蹦床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既要忙着收票，
又要给来玩的孩子系上绑带，完全看护不过来，更别
说是一对一的指导。记者询问工作人员，儿童蹦床是
否有年龄限制。工作人员说，起初，只有 3 岁以上的儿
童才能玩，现在生意难做，也就没有限制年龄，
“再说，
孩子在大人的眼皮底下，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胆子大
的孩子可以弹到三四米高。
”
在中辉广场门口，5 岁的小涛看到一辆电动小摩
托车停在广场上，立马奔了过去。工作人员拧了一下
开关后，小涛自己按住了油门，电动小摩托车开始启
动。不一会儿，广场上，各种电动小汽车和电动小摩
托车开始横冲直撞，孩子们或自己驾驶，或由家长陪
同。不少路过的行人见状连连避让，有行人称，这些
游乐电动车速度较快，加上广场上到处是人，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
据了解，目前咸宁类似的儿童游乐场还有不少。
记者连日来走访了九重锦广场、咸安国贸等地的一些
室外儿童游乐场，发现这些游乐场大多是由私人租用
各大商场广场的场地自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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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煤机棚户区改造进展如何

安全监管尚存空白

这些室外儿童游乐场的安全该由谁来管呢？
记者从城管部门获悉，按照相关规定，公共场地属于公
共资源，不可以设立经营性质的设施和用于商业活动的儿
童游乐设施，因此不存在是否经过审批的问题，公益性质的
户外活动才有可能被审批通过。设置儿童游乐设施牵涉到
安全问题，谁审批谁负责，原则上，城管部门对这种行为不
予审批。还有一些是设立在综合体外面广场上的，则要看
其所占用地的产权，若产权属于综合体自身，城管部门不用
审批。
据城管执法人员介绍，户外违规设立的大部分儿童游
乐设施比较简易，缺少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更缺乏专业机
构的定期维护，质量安全无法保证，容易发生挤伤、摔伤、电
伤儿童等事故，
建议儿童远离。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部门主要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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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游乐设施进行监管。而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
的，承载乘客游乐功能的设施，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最大运行
速度大于或者等于 2 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
者等于 2 米的载人大型游乐设施。而室外儿童游乐场中的
设备基本上不属于特种设备，所以这些场所的监管也不能
按照特种设备来监管。
据了解，我国还没有关于儿童游乐园管理工作的专门
法律法规。因儿童游乐场设施不健全、不安全造成消费者
人身伤害，消费者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民法通则》
等法律法规，向游乐场所提出赔偿要求。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在户外设立的
儿童游乐设施大多是由私人设立的，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市
民很难维权。室内儿童游乐设施的商家与管理方有协议，
发生问题后，即使商家跑了，
也可以找出租方承担责任。

家长要做好陪护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由于室外儿童游乐场大多分
布在大型商业综合体附近，家长逛街之余，孩子游玩也方
便，不少家长和孩子成为室外儿童游乐场的常客。
近年来，咸宁街头的室外儿童游乐场越来越多。以前
这些室外儿童游乐场以简单的游乐设施为主，现在像旋转
木马这样比较大的游乐设施也已日益增多。
有家长认为，室外儿童游乐场火爆的背后，其实是孩子
对于游乐项目的需求。街头的室外儿童游乐场设施虽然存
在安全隐患，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孩子们的需求，有
一定的市场。
市应急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提醒说，孩子们玩耍要特
别注意安全，在玩游乐设施前，家长应仔细阅读注意事项，

了解游乐规则。游乐设施经营方也有义务及时提醒安全须
知，并指导孩子们玩耍。
同时，
孩子们玩游乐设施时，
应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
此外，儿童游乐时，作为监护人的家长必须随时陪护，
避免发生意外。同时，家长也应明辨游乐场的安全隐患，尽
量选择规范的经营场所。
采访中，不少家长呼吁，应该及早将室外儿童游乐场设
施纳入相关部门的监管范围，经营者应该加强安全管理，确
保家长和孩子能放心消费。
家长们普遍认为，
儿童游乐也要靠家长自己把关，
家长要
担负起相关陪护看管职责。一些在广场上经营的儿童游乐
场，
要把好游乐设施的安全关，
维持好现场安全的游乐秩序。

社保卡可以当
“银行卡”
用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提到社保卡，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就是
一张医保卡。除了基本的看病之外，也不
会用到，平时可能就是放在家里，什么时候
要用了，再拿出来。其实，社保卡平时可以
当银行卡使用。
“如果不是因为陪同事来银行领取社
保卡，我也不知道原来社保卡里还有一个
金融账户。”王女士感慨，平常只是把社保
卡当成了医保卡使用，以为看病才会用到，
没想到上面还有金融账户，激活后可以存
取款、转账等。最后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王女士和其同事都激活了社保卡的
金融账户。
据了解，社保卡是指由人社部门联合

如何清洗羊毛衣服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朵朵”咨询，
天气转凉，各种羊毛衣服也逐渐派上用
场。但柔软亲肤的羊毛衣服，尤其是纯
羊毛衣服，不仅价格昂贵，而且非常难打
理，很容易变硬或变形。想知道该如何
正确清洗羊毛衣服。
【记者打听】温泉某高档服装品牌的
工作人员表示，与人工纤维相比，羊毛是
一种动物纤维，它属于一种活性纤维，在
有很好的保温透气效果之时也比较脆
弱，不正确清洗的话，很容易损害衣服，
减少使用寿命。
清洗羊毛衣服需使用温水，温度应
控制在 35 度以下，将手放在里面，不觉
得水凉就行。千万不能使用热水，热水
会导致羊毛衣服严重缩水。

尽量使用中性洗涤剂，专门的丝毛
洗涤剂更好，注意避免使用碱性洗衣粉
和肥皂。碱性的洗涤剂会破坏羊毛的蛋
白质结构，使羊毛变脆弱失去柔软性，纤
维的拉力也变差，容易断裂，以至于出现
掉毛的情况。中性洗涤剂能够使羊毛软
化，防止掉毛，同时对羊毛的损伤最小。
在清洗之前，可以先将衣服放入加
了中性洗涤剂的水中，浸泡大约十分钟，
让衣服与洗涤剂充分反应，然后将衣服
轻轻搓揉。注意不要用力搓洗，避免变
形。也可以在下水之前，在衣服上涂上
洗涤剂，
使污渍与洗涤剂先行溶解。
清洗干净之后，平铺晾干即可，注意
不能暴晒，也不要悬挂，否则会使羊毛衣
服变形掉色。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刘念

合作商业银行面向个人发行的 IC 卡，具有
身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就医结算、
缴费和待遇领取等社会保障功能，以及现
金存取、转账、消费等金融功能。
社保卡除了基本的姓名、照片、身份证
号等信息外，还有发卡单位、银联标志、银
行标志、银行卡号等银行金融 IC 卡相关信
息。
12333 公共服务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的社保卡是一卡两个账户，分为医保
个人账户和金融账户。可以通过社保卡的
金融账户办理存取款、转账、代收代付等业
务。但是，社保卡社保功能和金融功能是
相互独立的，社保卡医保账户里的钱，并不

能通过金融功能取出来。
激活金融账户，手续并不繁琐。只需
带着社保卡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社保
卡面所示银行办理激活手续即可。激活时
需要提供本人或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同时
设置金融账户的交易密码和查询密码。
值得注意的是，社保卡中，医保个人账
户和金融账户的密码可分开设置。

生
民
问

部门：
已到审核资料打款阶段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咸安网民在
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家住咸安地煤
机棚户区，一直不见拆迁或者实质性的改造，希望相
关部门能帮忙答疑。
该网民表示，地煤机棚户区位于咸宁站附近，附
近还有咸宁北站和客运中心，极大影响了市容市
貌。不知道棚户区改造是采取拆迁赔偿的方式还是
改建的方式，想知道目前进展到哪一步了，也不清楚
棚户区市民安置情况如何。
针对该网民所反映的问题，咸安区永安办事处
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地煤机小区已纳入西大街棚
户区改造项目并于 2019 年 4 月份正式启动，采取货
币化安置补偿方式。该棚户区共有 173 户，现已签
约 171 户，还剩 2 户未签约。
目前，已进展到审核资料打款阶段，审核通过后
统一打款。银行按照每批次 2000 万元进行拨付，第
一批补偿款 2000 万元现已到账，
资料审核无误后，
将
按居民签字的先后顺序及重病或困难家庭的轻重缓
急程度进行打款，预计整个棚户区改造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底完成打款，
进展情况已由社区向居民解释。

小区天然气何时通
部门：
10 月底进行工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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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雅芳邻小区到现在还未通
气。
该网民表示，他是学雅芳邻小区的住户，两年
前就已经把钱交清了。上次询问，燃气公司表示，
鉴于咸宁市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天然气中压管道“规
划红线“的滞后性和肖桥大道大规模扩建、拆除施工
过程中可能严重威胁燃气管道运行安全等原因，
导致
该项目没有达到用户的要求。今年通过与相关单位
进行协调与沟通，决定于 8 月 10 前对肖桥大道中压
管道进行施工，
8 月底工程验收合格后通气。可现在
已经 10 月了，想知道到底什么时候通气，为何这么
慢？
对此，昆仑燃气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学
雅芳邻小区是该公司 2017 年开发的重点小区之一，
小区内部低压管道与户内燃气表已经安装到位，目
前处于居民室内装修和个别家庭入住阶段。今年
以来，该公司紧急通过与相关单位进行协调与沟
通，决定于 8 月中旬对肖桥大道中压管道进行施工，
目前，主管线已经完工，入小区分支阀井正在建设，
10 月底进行工程验收。

小区内广场舞扰民
部门：
已进行宣传教育

如何护理假发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该如何正确护理假发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假发商店负责
人顾经理分享了几点护理假发的小技
巧。
假发在使用前应先梳理好，一般选
用比较稀疏的木柄钢齿梳为宜，防止静
电。梳理假发时要采用斜侧梳理的方
法，不可进行直梳，而且动作要轻。
为了防止大风把假发刮跑，有些人
喜欢用发夹夹住假发。但是，夹发不可
过于用劲，否则容易勾坏假发的网套。

网民在线

因此，最好不要使用发夹，可在假发上使
用装饰性的发带把发固定住。
经常戴的发套，一般二至三个月洗
涤一次为宜。在洗涤前，先用梳子把假
发梳理好，再用稀释的护发素溶液边洗
边梳理。切不能用双手搓拧，更不能把
假发泡在洗涤液里洗。而应用双手轻轻
地顺发丝方向漂净上面的泡沫，然后晾
干，切忌在阳光下进行暴晒。
不要随便在网上购买染发剂，随意
给假发染色，这样会严重伤害发丝。不
仅难以染上满意的颜色，也会导致假发
原本的色泽脱落。
假发不用时要放在袋子里存放，保
持通风透气，以免滋生细菌，
损害头皮。
（咸 宁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陈 希 子
整理）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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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长安花苑小区内广场
舞噪音扰民。
该网民称，每晚 7 时到 9 时广场舞声音实在太
大，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跳广场舞的只
有三位阿姨，希望能够调低声音，或带上蓝牙耳机，
或换地方再跳。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
回复称，10 月 9 日晚，温泉分局岔路口派出所民警
到长安花苑小区进行调查走访，发现该小区确实存
在广场舞扰民的现象，民警现场对该小区当天晚上
跳广场舞的几名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几名群众均
表示以后会调整时间、调低音响音量跳广场舞，尽量
做到不扰民。同时，温泉分局岔路口派出所安排值
班民警在每天晚上 7 时至 9 时到长安花苑小区巡
逻，如有噪音现象扰民，将及时予以制止。另外，也
建议网民下次再遭遇噪音扰民现象时，可以向环保、
城管等部门进行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