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询，
佩戴隐形眼镜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隐形眼镜商店负
责人蒋经理分享了几点配戴隐形眼镜
的注意事项。

戴隐形眼镜是可以化妆的，但要注
意先后：先戴上，再化妆；先取下，再卸
妆。需要化妆的女士，应在化妆前配戴
隐形眼镜，卸妆前取下隐形眼镜，不要使
化妆品粘连镜片。

尽量不要戴着隐形眼镜洗澡、洗头
或洗脸，防止洗涤剂进入眼睛。

大风扬尘天气时，
尽量选择配戴普通框
架式眼镜，既对眼睛起
到保护作用，阻挡沙尘
进入眼中，另一方面一

旦有沙尘微粒进入眼部，泪腺分泌的泪
水也可以及时将微粒冲洗掉。

配戴时若有刺激感，应将镜片取
下，重新检查是否有灰尘或毛絮，用隐形
眼镜护理液冲洗干净后再戴。

每次取戴或操作镜片之前，保持手
指干燥，将指甲剪短，把手洗干净。每
次配戴镜片之前，仔细检查镜片有无破
损、污迹及沉淀物。如有破损则不能配
戴，如有污迹和沉淀物则必须清洁后再
戴。

戴隐形眼镜不要滴任何眼药水，否
则药水成分吸附在镜片上，不仅会污染
镜片，滞留在镜片的高浓度药液成分也
有可能损伤眼部组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网民在线

如何配戴隐形眼镜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

皮衣炫酷又保暖，但保养不当很容易发
霉或产生异味，想知道该如何养护皮衣？

【记者打听】温泉某服装店工作人员
分享了养护皮衣的的几个方法。

穿皮衣时要避免与酸性、碱性的物
质接触，更不要沾上油污，因为皮衣主要
成分是蛋白质，会遭到腐蚀。

如果沾上了油污，可以用少许皮油
擦拭，挂在阴凉处通风24小时，再用干净
的棉布轻轻擦拭皮衣表面剩下的油污。

皮衣最好经常穿，并常用细绒布揩
擦。如果遇到雨淋受潮或发生霉变，可
用软干布擦去水渍或霉点。但不要用
水、汽油涂擦，因为水能使皮革变硬，汽
油能使皮革的油分挥发而干裂。

不穿时，可以悬挂起来或平放，不要

折叠。如果要清洗皮衣，最好送到干洗
店，不要自己手洗，也不要让衣服与粗糙
的物体长时间摩擦。

定期给皮衣上保养油，保证皮质的
柔韧度。皮衣失去光泽，可用皮革上光
剂上光，切莫用皮鞋油揩擦。用布沾点
上光剂在皮衣上轻轻涂擦一两遍即可，
一般只要每隔两三年上次光，就足以使
皮革保持光泽，并可延长使用寿命。

皮衣在收藏前要晾一下，不能暴晒，
挂在阴凉干燥处通风即可。为使皮衣在
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色泽美观，在收藏前
可在皮面上涂一层牛
奶或甘油，这样就能长
期存放而不变色。

（咸宁日报全媒体
记者 焦姣 整理）

如何养护皮衣

新闻追问
问热点

1 刷脸支付逐渐兴起

“刷脸就可以支付了。”10月21日，中百仓储博
仁店内，市民任女士带儿子买完零食后，在收银台
刷脸支付设备前站了几秒钟后，便结账走人。“牵着
孩子，又提着东西，实在腾不出手来，还好可以‘刷
脸’，方便又快捷。”

当天，正值市民购物高峰期，该超市收银台前
排了十余位等待结账的顾客。许多顾客不愿等待，
就推着载满货物的购物车来到了自助结账区，使用
了刷脸支付功能结账。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台刷脸支付设备是一块显
示屏，上边标注了“刷脸支付”。消费者在屏幕上点
击开启刷脸支付，将脸部对准摄像头，摄像头采集
到消费者面部信息后即可完成支付，消费金额直接
从消费者支付宝账户中扣除。

“这台设备是支付宝提供的，今年6月才安上。”
该超市负责人说。随后，记者现场体验了一下，因
为是第一次使用，需要输入支付宝绑定的手机号，
整个支付过程不超过30秒。随后，记者再次购买一
瓶饮料，使用刷脸设备，摄像头采集到面部信息后，
直接完成了支付，整个过程仅5秒左右。

2 刷脸支付是否安全

“以前在新闻里看过，没想到现在
咸宁也能刷脸，太高大上了。”正在使
用刷脸支付的市民杨女士说。

“不需要掏手机扫码，很是方便。”
该超市收银员表示，顾客对刷脸支付非
常感兴趣，一是觉得新鲜，二是觉得方
便快捷，前后只需要几秒钟就能搞定。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中心城区部
分超市中推广使用的刷脸设备叫“蜻
蜓”，是支付宝在今年4月推出的第二
代产品，这款设备实现了刷脸注册会

员的功能，对于商家来说接入成本也
非常低，比较受欢迎。

不过，记者采访中也发现，有消费
者对刷脸支付的安全性提出了疑问。

“如果有人拿着我的照片去支付，会不
会出现盗刷呢？”对此，该超市负责人
告诉记者，就安全性问题，他们当初在
接入支付宝刷脸设备时，也曾向安装
方提出过，支付宝方面表示，刷脸支付
基于人工智能、机器视觉、3D传感等
技术，在进行人脸识别前，刷脸支付系

统会进行活体检测，判断采集到的人
脸是否是照片、视频或者软件模拟生
成的，而这种识别方式的准确率可达
99.99%。

另外，在进行人脸识别过程中，首
次刷脸的用户还需要输入手机号，而
且刷脸支付每天限额5000元，即便出
现账户被冒用的极小概率事件，支付
宝也会通过保险公司进行全额赔付，
所以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刷脸支付的安
全性。

3 刷脸支付或将普及

记者走访中发现，不少顾客都使
用刷脸支付买单。“消费者都喜欢省
时、省事。”中百仓储温泉店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他们引进了可刷脸支付
的设备后，每日使用这项功能的顾客
不在少数。

市民谢先生不久前出门忘带手
机，突然下起大雨，于是使用刷脸支付
功能，在超市买到了伞。

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市民林
先生，有时候手机没电，无法扫码支
付，刷脸支付不受影响。

“刷脸支付，大多数使用者是年轻
人。二维码支付目前涵盖面更广一

些。”超市店员告诉记者，这是习惯问
题，刷脸支付或是未来支付的新趋势。

“入场不用领卡，离场无需扫码。”
20日，市民陈先生在中心花坛购物后，
到停车场驾车回家。离开时，陈先生
使用了“无感支付”，只等待了2秒钟便
驾车驶出了停车场。

记者了解到，无感支付是通过停
车场车牌识别技术与银行卡捆绑而实
现的快捷支付服务，这也是我市城投
集团今年接入、推广的支付手段，该支
付手段将停车出场平均等待时间从20
秒降低到2秒。

“现在，停车场的停车位有近

500个，随着周边居民增多，停车场
常会因付款排队而拥堵。现在‘微信
无感支付’停车服务上线后，可进一
步丰富停车场的缴费方式，为车主停
车支付提速。”市城投集团相关负责
人说。

如今在我市，刷脸支付、无感支付
等更为智慧的支付方式，已逐步像手
机扫码支付一样兴起并逐渐推广。“今
后无论是大的医院、超市、餐厅、品牌
零售店，还是路边便利店、夫妻店甚至
菜市场，或许都能实现刷个脸就能把
钱付了。”90后市民涂女士对更加智能
化的支付手段充满期待。

信号不好？电量不够？腾不出手？
手机没带出门？从今往后，面对这些困
境都不用怕，因为支付时可以不用手机，
靠自己一张脸就够了。

近日，记者发现，刷脸支付正在我市
线下零售场景中推广开来，有不少便利
店已开始支持刷脸支付，市民刷个脸就
能买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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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民生

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
发帖咨询，电动车如何上牌照？

该网民称，自己的户口在嘉鱼，在咸安
区买了房子，有房产证。最近买了电动车，
需要上牌照，但不知道如何办理。

对此，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如
果该网民所购买的是电动自行车，电动自
行车必须符合2019年4月15日正式实施
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标准的
要求，取得国家电动自行车生产的“CCC”
认证，在辖区交警支队车管所上电动自行
车牌，纳入非机动车管理。

如果该网民所购买的是电动摩托车，
则必须是符合国家机动生产强制性标准，
纳入国家机动车生产目录的产品，如果符
合标准，则需要到辖区交警支队办理机动

车注册登记，申领电动摩托车号牌，纳入机
动车管理。

如果购买的电动车既不符合电动自行
车也不符合电动摩托车的标准，则是非标
产品，不能取得牌照和上路资格，可以要求
商家退车，也可以向市场管理部门投诉，保
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如果车上的是电动自行车牌，则不需
要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但需要在上电动自
行车牌时进行必要的学习，掌握电动自行
车驾驶所必需的法律、法规规定和安全常
识。

如果取得的是电动摩托车牌照，在驾
驶摩托车的过程中必须取得摩托车驾驶
证，才能上道路行驶。申领摩托车驾驶
证，则必须根据《机动车驾驶申领和使用

规定》的规定，到居住地辖区交警大队车
管所报名学习，考试合格后领取摩托车驾
驶证。

机动车注册登记应当是机动车所有人
向住所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该网民户口
在嘉鱼，居住地在咸安，要申领摩托车牌
照，不需要在咸安申领居住证，但需要持房
产证或相关居住的证明到居住地社区开具
居住证明，到辖区交警大队办理摩托车注
册登记，领取号牌。

电动车如何上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刷脸支付安全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小区商铺出店经营
部门：已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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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阳光家园小区有
几家做餐饮的商铺出店经营。晚上桌子都摆在外
边，招牌灯光都很明亮，而且经营到很晚，影响周边
居民休息，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解决。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咸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回复:经调查，阳光家园小区有两家商铺确实存在
出店经营的现象。

针对这一现象，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街道管理一
中队立即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宣传造势，
执法队员上门联系店主，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向其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二是全面清理，每天早上7点至
晚上9点半，安排执法人员对阳光家园小区占道经
营门面进行全面清理；三是定时巡查，将阳光家园
小区街道纳入日常街道管理范围，定时安排执法车
和执法人员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制止违法行为。

道路上方悬挂横幅存隐患
部门：已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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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方悬挂的横幅存
在安全隐患。

该网民表示，他在通城县石南镇梅港村村委会
附近发现道路上方悬挂的横幅有一边掉落，导致整
条横幅在地面上方一米处随风飘打，存在安全隐
患。另据他了解，在道路上方悬挂横幅的现象在通
城县极为普遍，而横幅挂上去之后基本无人看管，
任其风化破损，大风容易把横幅吹落，给道路上行
驶的车辆带来安全隐患。

对此，通城县石南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回复，
目前已加强领导、组建工作专班，对梅港村353国道
商业广告、牛皮癣、不安全的横幅已进行全面清理
整改，确保该镇道路安全。

同时，结合省级卫生乡镇创建工作，在全镇范
围内开展对道路两边商业广告、牛皮癣及存在安全
隐患的广告横幅清除活动，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
防止道路两侧大型户外广告、门店牌匾、不安全横
幅等各类广告设施发生脱落、坍塌等事故。

最后，该镇下发《石南镇环境整治告知书》和《致
全体村民关于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一封公开信》，督
促各村（社区）立即组织人员沿国道对辖区内广告设
施的牢固性、完整性等安全隐患问题进行全面排查，
对发现广告牌有破损、漏电、异常发热、固定螺栓及焊
点脱落等情况要及时维修加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KTV夜夜蹦迪扰民
部门：责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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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夜夜蹦迪扰民。

该网民表示，她住在咸安区荣凯天阶1栋，楼下
二三楼是闽都音乐会所，该会所没有做隔音，主要
营业时间为晚上10点多至凌晨3、4点，有时要到5
点，音乐震感经常让人夜不能寐，希望相关部门能
帮助解决。

接到网民的投诉后，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认真
细致的调查。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经查，投诉人反
映情况属实，已经有多人通过不同的途径投诉闽都
KTV会所噪声扰民的问题。闽都音乐会所于今年6
月从原来的城铁南站搬迁到荣凯天阶小区，该商住
楼属于商住一体综合楼，一层至三楼为商铺，四楼
以上为民用住宅。鉴于闽都音乐会所噪声扰民情
况屡次不改的行为，该局将下达《监察意见书》，责
令限期整改。

房产证迟迟未办理
部门：将跟踪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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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购买了咸安区和
江春花园的住房，但迟迟未能办理房产证，希望相
关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该网民表示，小区的水电、天燃气、包刮消防设
施均已配套完善，但一直没有验收，而自己的公共
维修基金也交了快满1年了。

针对网民所反映的情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经调查，和江春花园项目房产
证至今未办理的主要原因是，施工方民族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工程结算纠纷，造成项目不能办理竣工验
收备案所致。开发商多次致函并派人前往施工方
协调，收效甚微。

开发商已向咸安区建工处反映该情况并递交
《关于请求协调解决和江春花园竣工备案事宜的
报告》，以期尽快解决业主的房产证问题。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将跟踪督办，直至信访人的诉求得
到解决。该网民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
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