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提升咸宁旅游形象，十一前夕，我
市启动旅游服务品质提升工程“百日会
战”，实施旅游服务品质提升八大工程，
成立了A级旅游景区复核检查组，对7
个方面重点检查，提出整改提升措施建
议。特别是突出5A、4A景区和温泉景
区达标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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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秋天”咨询，
白衬衣作为必备衣物，每个人的衣柜都
有一件，但白衬衣领口和袖子特别容易
弄脏，时间长了还容易发黄，想知道该如
何正确清洗白衬衣？

【记者打听】温泉某服装店工作人员
分享了有效清洗白衬衣，让衣服恢复光
洁如新的几个方法。

白衬衣变黄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污
渍，主要是由于我们日常生活中身上会
分泌一些油脂，这种油脂会让聚酯面料
的白衬衣变黄。

对于变黄的白衬衣，我们可以将柠
檬切片放入水中煮开，然后把衣服浸泡
在柠檬水中15分钟，然后再用洗衣粉或
洗衣液清洗干净即可。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把衣服
放在5%食盐水中浸泡1小时，慢慢搓干
净，接着把衣物浸于10%的浓盐水中，
泡1到2小时，取出用清水漂洗干净，即
可让衣物恢复如新。但需要注意的是，
清洗过程中不要使用热水。

最后，也可以借助化学手段。可
以尝试在水里加入双氧水，把衬衫放
入浸泡。或者用 84消毒液、漂白剂，
使用时注意控制好时间，按照说明使
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
理）

如何清洗白衬衣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该如何正确选购电动车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电动车商家姜经
理分享了几点选购电动车的小技巧。

在驱动方式上，要综合考虑，选择损
耗小、能耗低、效率高的。电动车的电机
主要分三种：有刷高速电机、有刷低速
电机、无刷电机。高速电机效率高、动力
大、爬坡能力强、适合较长距离行驶。有刷
低速电机效率低、耗电大、续行里程更短，此
电机适用于路面平坦、骑行者较轻、启动
爬坡能适当助力的消费者。无刷电机需
电流换向，控制器易烧。高速比低速电
机价格高。

居民选购电动车时，可支起停车支架，
检查外观，看油漆是否剥落，座垫、书包架、

踏脚、钢圈、把手、网篮是否完好。
在销售商指导下，按说明书实际操

作一遍。试用电门钥匙和电池锁，以安
全可靠、方便使用为宜。如电池钥匙较
紧，开关时用另一只手将电池稍用力往
下一压即可。打开电门、转动变速把手，
检查无级变速效果和刹车效果，并检查
电机运转声音是否平稳正常。轮子转动
应灵活、无滞重感、控制器电量显示正
常、变速过渡平滑、起步无冲击感、轮毂
转动声音柔和、无撞击异响。

购买后要将随车配套附件、发票、充
电器、合格证、说明书、三包卡等收齐并妥
善保管。有的厂家建立了用户备案制度，
请按说明进行备案，以便享受售后服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选购电动车

香城今年的桂花比往年迟来了一个多
月，但是花香不减，桂花树上挂满桂花的时
候也是香城最吸引人的时候。

近日，记者接到了一通来咸观光的游
客阮女士的来电。她在电话中描述了在咸
宁街头看到的一幕“不雅”场景：在温泉街
去往一号桥的路段有两人正攀爬在桂花树
上，使劲地摇树上的桂花，不远处一人正在
扫地面上被摇掉的桂花。

阮女士说，得知咸宁的桂花此刻正值
盛开，花香满城，便和友人特地驾车前来
观赏，谁知桂花树遭受如此“残忍”的对
待。她向记者表露了对这般景象的愤慨
和疑惑，桂花都被摇落了，香城还“香”吗？

清晨的咸宁大道街头，也有市民用视
频记录下了同样的一幕，和阮女士的描述

如出一辙，也是一人摇桂花树，一人扫桂
花。

咸宁素有桂花之乡的美誉，不管是游
客还是本地的市民，大家对香城桂花都持
有强烈的热爱和关注。花期不长的桂花本
可以香飘万家给人送去温馨愉悦，为何屡
屡“惨遭毒手”，道路两旁的桂花树怎样才
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记者采访了园林部门
相关人员。

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在“养绿、护绿”这一块，他们有专门的

“执法组”，白天全天对在市区内破坏园林
植被的行为进行巡护巡查。

温泉园林办公室“执法组”的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桂花近期正值盛开期，因此吸引
了广大市民在树下驻足，外地的很多游客

也会闻讯赶至咸宁赏花，他们因此加大了
巡查力度。

在巡查中，平均每星期都能发现好几
例破坏桂花树的行为，其中不乏热心市民
提供相关线索。如记者所闻，有人用棍子、
扫帚打桂花，有人攀爬树干摇桂花，更有甚
者直接折断桂花树枝丫。

执法组的人员以及城管部门的相关人
员均会对此类“不良”行为进行及时劝阻劝
导，提醒市民不要毁坏绿植。

记者还从执法组得知，与往年相比，今
年同类“破坏桂花树”的行为有了明显改
善。温泉园林办公室执法组的巡查起到了
一定的实效，并且得到了很多市民的热情
拥护，市民们自发投入到“保护桂花树”的
行为中。

针对非执法时段破坏桂花树和偷盗桂
花的行为，执法组的工作人员希望市民们
能相互监督，互相提醒，共同维护我们的

“香城”美誉。

桂花被摇落，香城还“香”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婉莹

问民生

旅游服务品质如何提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通讯员 蔡祖峰

上个周末，王女士带着朋友游玩了咸宁的一些景
区景点。王女士表示，与以往相比，感觉景区景点细
节更到位了，比如标识标牌多了。

在咸宁居住的朱女士也觉得咸宁的一些景点景
区悄然发生着变化，服务品质正在提升。

据了解，9月中旬—12月下旬，我市开展旅游服务
品质提升工程“百日会战”，实施旅游服务品质提升八
大工程，包括旅游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文明旅游工程、
旅游企业对标提升工程、新景区开园验收工程、文旅
市场规范整治工程、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标准化工程、
文旅信息化提升工程、文旅宣传推介工程。

对此，全面开展复核检查，成立A级旅游景区
复核检查组，明确工作任务,召开专题培训会，对照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温泉旅游服务
质量规范》等国家标准，进行再学习、再提高，结合
2018年度咸宁市旅游满意度调查评价报告，全面梳
理网络、媒体对我市A级景区评价。检查工作中重
点查看了生态资源保护、讲解服务、厕所革命、公共
基础设施、安全管理、经营环境、文明旅游 7 个方
面。采取现场查看、资料核查、听取汇报、交流座谈
等方式，查、核结合，评、议衔接，既指出景区存在的
问题差距，又提出整改提升措施建议。

1 AA级旅游景区复核检查级旅游景区复核检查
温泉旅游是我市旅游特色，也是

此次“百日会战”的重点。检查组对几
家温泉企业提出明确整改要求。

太乙温泉度假村针对自身存在
的问题，及时成立整改工作专班，先
后对度假村的标识标牌、园区绿化、
环境卫生进行了整治，对破损的基础
设施进行更换，进一步规范了安全管
理制度，更换了安全设施设备，消除

安全隐患。市、区文旅主管部门安排
专人驻点蹲守，帮助企业整改温泉水
质、消毒措施、环境卫生、设施陈旧等
方面问题。检查组要求进一步规范
标识标牌，加强员工培训，提高专业
服务能力；加强质量管理，及时妥善
地处理好游客意见。

赤壁龙佑温泉度假区完成了景区
入口及停车场改造升级，新增停车位

63个，新铺设多条游步道，累计投资
1000多万元对游客中心、旅游厕所、
标识标牌、游客休息点等公共服务设
施进行了维护、完善、提升。检查组建
议景区进一步找准定位，以度假休闲
来打造和宣传；挖掘文化底蕴，增加文
化元素植入，丰富游客文化体验；进一
步强化临湖区域安全防范措施，确保
安全。

2 温泉服务品质明显提升温泉服务品质明显提升

重点景区改造提升步伐加快。九
宫山风景区近年来开发建设了旅游中
心、酒店改造、污水处理厂、闯王文化
园、星光公园、萤火虫谷等，景区品质
有了明显提升。检查组建议结合景区
实际，正确处理好游客转运与当地群
众利益共享问题；积极引进和培养专
业的讲解服务人员；在做好基础设施
建设的同时，严格生态和自然环境保
护，严守“生态红线”。

陆水湖风景区先后整合资金上亿
元，完成65艘旅游船艇的收购，并对
基础设施进行提档升级。目前，该景
区正对照4A级旅游景区标准,集中
精力完成停车场、景区广场、游客中
心、智慧景区管理中心、游船服务中

心、游船浮箱码头等建设工作，购置新
型旅游船艇，公开招标旅游运营商，并
做好开园导服人员招聘培训工作，力
争10月底开园。

在检查中，检查组发现鸣水泉风
景区、桂花森林公园两家3A级景区
存在问题，立即要求限期整改。

鸣水泉风景区存在生态资源保护
不到位、无讲解服务、旅游厕所设施简
陋、游客中心未装修、停车场未硬化、
旅游标识系统缺失、部分道路进入性
差、部分区域存在安全隐患、经营环境
差、管理不规范、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文明旅游宣传等问题。

桂花森林公园存在生态资源保护
不到位、无讲解员、旅游厕所脏乱差、

无游客中心、停车场不规范、景区道路
差、管理不规范、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及文明旅游宣传、产品初级单
一、不能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问题。

据此，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下达整改通
知，要求限期6个月整改。

3 重点景区改造步伐加快重点景区改造步伐加快

路面标线与指示牌不符
部门：还未建设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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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同惠广场前十字
路口路面标线与指示牌不符。

该网民表示，同惠广场十字路口，市妇幼往劲风
大厦方向的路面标线为1个车道左拐调头，5个车道
直行，但是路边蓝色指示牌显示2个车道左拐，4个车
道直行。每逢上下班高峰期，左拐道总是排很长，要
等待几个红绿灯。不知道是路面标线错误，还是指示
牌错误，希望相关部门能核实更正。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警力核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经了解，银泉大
道同惠广场路口由城投公司施工改造，因“国庆节”与

“军运会”期间不便施工，所以近期一直未动工。
下一步，市公安局将尽快督促城投公司完成对

泉塘路口的改造，预计将在银泉大道方向建潮汐车
道（在左侧车道借道通行），建设完工后将有两条左
转车道，路口通行能力将有所提高。

小区土地闲置10年
部门：将督促尽快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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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贺胜路航天花园
三期土地闲置时间长达10年。

该网民表示，航天花园首期楼盘竣工时间为
2009 年，二期楼盘竣工时间为 2014 年，住户达
1700多户，但三期土地闲置长达10年，至今未有任
何公示。按照《城乡规划法》《土地规划法》等法律
法规，政府是否应将该土地收为国有？

对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2009年，经市政府依法批准，湖北三江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以挂牌方式竞得了位于咸宁市温泉贺胜
路旁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面积为347.5亩，批
准总建筑面积347490平方米。目前该项目一期、
二期均已建成，住户达1700多户，三期暂未建设。

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对闲置土地的认定
标准“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
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
地。2、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
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者已投资额
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
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的规
定，航天花园项目不构成土地闲置。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进一步配合相关职能
部门督促企业尽快对三期项目进行开发建设。

幼儿园路口交通拥堵
部门：正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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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班高峰期，咸安
区贺胜路普林斯顿幼儿园路口交通拥堵，希望相关
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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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了解，贺胜路普利斯顿
幼儿园学生有300余人，目前幼儿园没有校车接送，
幼儿园上放学接送学生的车辆越来越多，导致此路
段经常发生堵车现象。同时普利斯顿幼儿园进出
口紧连贺胜路，在上放学高峰期时段，加重该路口
交通拥堵，也无形中增大了该路段的交通压力。该
学校周边也没有公共停车场，接送学生车辆只能集
中在学校门口，造成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现象严重。

针对该现象，交警已将该路口设置为危险路
段，报请有关部门对该路口进行整改，安装减速带
与标志标牌，同时安排民警在该路口设立护学岗，
并在上放学时段安排执法巡逻车巡逻执法，对不按
规定停放的车辆进行抓拍。交警还将与普利斯顿
幼儿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课，对学生以及家长
进行引导，让接送学生的家长将车辆有序停放。

路面挖坑三月围而不修？
部门：将加快施工进度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路面挖坑三月，为何围而不
修？

该网民称，咸安区西河桥红绿灯处挖了一个近
十平米的大坑，用围子围起来了，三个月就这么围
着，车辆和行人通行不便。想知道这坑是谁挖的？
哪个部门管？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咸安区城管局相关工作
人员回复，经调查，为加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进一
步规范路口车辆及行人通行秩序，市公安局决定在
全市范围内各交通路口安装人脸识别系统。据公
安部门介绍，路口挖坑是为了布线安装设备的需
要。因安装数量较大，故存在整体工期较长的现
象。在下一步工作中，公安部门将加快施工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