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
自己很喜欢做手工，制作了很多小手工
艺品，想在网上进行销售，想知道，如何
才能开网店，流程是否复杂？

【记者打听】近日，某电子营销工作
人员分享了开网店的流程。

开网店并不复杂，只需手机、电脑、
身份证、银行卡即可。

首先，登录淘宝，点击我要开店。点
击页面左上角的免费注册，在打开的窗
口中，填写信息，具体包括：会员名、登录
密码、验证码等，输入完毕后，点击同意
协议并注册。

完成淘宝会员注册后，你会收到

一封来自支付宝的邮件，提示你获得
一个免费的支付宝账户，但是登录支
付宝后，需要完善、补全个人信息。填
好个人信息后会提示你已经开通支付
宝服务，并需要完善账户信息。点击

“完善账户信息”链接来进行最后的设
置。

以上操作只是完成了支付宝相关信
息的填写，要开店，还需要进行支付宝实
名认证。

具体操作为，登录支付宝点击账户
设置——基本信息——实名认证——立
即认证，点击立即申请。然后，登录淘宝
网，点击卖家中心，在打开的窗口中点击
免费开店。在打开的窗口中会提示淘宝
开店认证尚未认证，点击其后的立即认
证链接即可进行认证。通过淘宝开店认
证后，就可以开店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如何开网店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露露”咨询，
她在咸安区怀德路有一家商店，想咨询
沿街商铺卫生费收费标准是怎样的？

【记者打听】12日，市城管执法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市政府在2015年第6次
常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咸宁市城区生
活垃圾处理费管理办法》（咸宁市人民政
府令第[38]号），该《办法》于2015年1月
1日起开始施行。

根据《办法》第九条规定：市环境卫生
管理局是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主
体，其中收费对象包含沿街门店和经营
户。第六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本
着简便、有效、易操作的原则，根据不同
的收费对象采取不同的计费方法。商铺
生活垃圾处理费可沿用第二条：对生产
经营单位、商业网点可按营业面积计收。

根据规定，商场、超市、美容美发、歌
舞厅、桑拿、浴池、足疗、保健、网吧、影剧

院以及其他各经营户按下列标准征收：
10㎡以下1元/天；10-20㎡2元/天；21-
40㎡3元/天；41-100㎡5元/天；101-
500㎡ 6元/天；501-1000㎡ 15元/天；
1001-2000㎡25元/天；2001-4000㎡
40元/天；4001-6000㎡65元/天；6001㎡
以上85元/天。

按照“谁产生垃圾谁付费”的原则，
该委对我市城区范围内产生生活垃圾的
单位和个人，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包括交通工具）、个体经营者、社会团
体、城市居民和城市暂住人口等收取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取的生活垃圾处
理费全部用于支付垃圾收集、运输（中
转）和处置费用。对未按规定缴纳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费的，该委有权向当地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将其纳入失信
人员名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整理）

沿街商铺卫生费如何收

1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1月8日，记者来到赤壁官塘驿镇卫
生院远程会诊室，只见60多岁的患者张爹
爹坐在电脑屏幕摄像头前，赤壁市人民医
院专家正在通过视频远程会诊系统，同卫
生院医生一起对患者进行诊治。

官塘驿镇卫生院是医共体成员单位。
“不用坐车，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大医院的优
质服务，真是太方便了！”该患者表示。

当日，在赤壁医共体牵头单位赤壁市
人民医院远程放射中心，宽敞明亮的房间
内放有高清显示屏，医生正在会诊由医共

体成员单位上传的拍片。
据了解，医共体的实质就是紧密型的

医联体，是医改的制度创新，是将同一个
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实现“小
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
90%以上病人在县域内就诊”，使群众在家
门口能享受大医院的优质服务，解决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方便的问题。可
以说，医共体建设，是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的关键。

目前，我市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
市县的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
基层医疗机构硬件比较好，但缺医生，医
疗技术水平低下，一点小病都要到县医院
甚至市医院就诊，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

患者到上级医院就诊不仅不方便，而
且诊疗费用也更高。建立医共体，通过县
级医院专家到基层坐诊、开通远程诊疗等
方式，让患者在家门口能享受到县级医院
专家服务，费用支出仅为乡级水平，极大
地减轻患者负担，让患者得实惠。

新闻追问
问民生

11月8日，我市召开全市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现场会，对县域医共体如何建

如何共如何联，作出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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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真相

物流网的飞速发展让我们能够实时
追踪快件的物流信息，但是网络的虚拟性
又让我们有时候无法分辨事情的虚实真
假。

明明没有收到快件，物流信息里却显
示快件已经被签收。为什么物流信息与快
件实际状态不符，快件究竟去哪里了？是
遗失了，是在快递网点，还是仍旧在运输的
途中？

在双十一疯狂“剁手”的市民陈静就遇
到了这样的问题。看到自己的物流信息上
显示快件已经被签收，却没有拿到快递后，
她有些着急了，随即拨通了快递公司工作
人员的电话。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是，经
查找，她的这个快件已经到达当地快递网
点，只是快递员还没有为她派送，第二天才
会为她派送。忐忑等待了半天之后，陈静
终于等到了她的快递。

既然还没有派送快件，为何会显示已
签收呢？难道这样奇怪的事情刚好就被陈
静碰到了？

记者在采访中调查了解到，陈静的情
况并非个例，很多人反映网购中经常会遇
到此类情况，有的快件甚至会在显示已妥
投几天之后才能拿到手。而且这一现象是
快递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快件实际状态会和物流信息不
同步呢？记者来到了陈静提到的那家快递
公司的分支网点，网点的广告牌上显示，这
是一家“快递驿站”。

什么是“快递驿站”？经了解，快递驿
站就是代收快递和免费寄快递的门店。对
于收货不便和有保护隐私需求的用户，在
电商平台下单后填写地址时，从页面上选
择附近的快递驿站即可免费使用代收包裹
服务。同时快递驿站还可以寄件，通过整

合零散用户寄件需求，减少最后一公里的
物流成本，优化时效，提高用户体验。

虽然快递驿站好处多多，但是很多消
费者表示，部分快递员为了方便，经常在没
经过收件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快递私自放
入快递驿站。这个究竟是合规还是违规的
行为呢？

13日，记者从邮政业申诉热线得知，这
样的行为属于不合规的行为。

2018年，我国颁布的首部快递业行政
法规《快递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明确规定了投递和验收规则，从行政法规
层面制定了快递服务规范。规定当面验
收是收件人、代收人的权利，要求企业告
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也就是
说，消费者有权要求快递配送人员送货上
门。

如果出现此类不合规情况，消费者可

以通过12305进行申诉，他们将根据实际
情况介入调解。

此外，据另一名姓张的女士反映，她在
双十一期间的一个未签收快递，其物流信
息竟然直接显示了“配送不成功”，而自己
却没有收到任何电话或短信提醒，这又是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物流信息显示“配
送不成功”的情况多是由于收件地址出现
差错或者收件人员无法当面收件造成的，
如果经核实收件信息不存在差错，则可以
直接联系快递企业给出处理意见。

没签收的快递却显示“已签收”——

快递去哪儿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婉莹

县域医共体如何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2 年底县域医共体全覆盖

今年以来，省、市两级先后出台了《关
于全面推开县域医疗共同体建设的实施
意见》《咸宁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提出到2019
年底，各县市区必须实行县域医共体全覆
盖。

其中，《咸宁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进一步推
进医联体建设和发展。2019年底前，赤壁
市、通城县、通山县开展医共体建设，咸安
区、嘉鱼县、崇阳县医共体建设继续深化，
实现县域医共体建设网格化全覆盖。推
动医学影像、临床检验、消毒供应、远程诊
疗等业务中心建设，促进医联体内医疗机
构间互认检查检验结果。县域内就诊率
提高到90%以上，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

据了解，建设县域医共体的核心主要
是要做到“六个统一、四个共同”（即行政、
人员、财务、业务、绩效、药械统一；形成

“服务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
体”、“管理共同体”）。

目前，各地均制定了县域医共体建设
实施方案，成立了医管委、理事会、监事会
和设置了医共体办公室。

各县市区均建立了远程诊疗系统。
各地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实施一体化
管理，即“六统一两独立”：统一规划和建
设，统一人员准入，统一业务管理，统一药
械购销，统一财务管理，统一绩效考核，财
务独立核算，责任独立承担。

目前，赤壁市、崇阳县已出台了医保基
金“总额预付，过程监督，结余留用”政策。

3 多举措推进医共体建设

目前我市县域医共体建设仍面临配
套政策没有落实、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等
问题。下一步，我市如何推进县域医共体
建设？

市医保局将调整基金预算管理，按照
“总额预付、过程监管、结余留用”原则，下
放总额预付管理权限，科学核算总额指标
直接拨付给医共体牵头医院，并建立与之
相适应的协议管理制度。支持推动医疗
资源下沉和分级诊疗，继续坚持拉开不同
层级医疗机构就诊起付线和报销比例，改
革转诊转院审核程序，引导患者基层首
诊，双向就诊，促进优质资源下沉。加强
医保基金过程监督，推进基金监管由“治
标”到“治本”转变。全面调整全市公立医
疗机构服务价格，完善招采机制保障医药
供应充足。

市编办将加强调查研究，积极谋划县
乡两级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
机制创新，探索医共体人员编制总量控

制、体内自主配置与动态调整制度，提高
编制管理使用效益。

市人社局将按照我市县域医共体“六
个统一、四个共同”的要求，扎实推进公立
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工作。

市财政局将精准安排预算项目，适时
进行预算调整，及时拨付补助资金，确保
取消药品加成财政补助20%政策落地落
实。安排必要的资金，带动全市医疗机构共
同发力，推动建立医共体统一的信息平台，
实现医共体内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共用。

市卫健委作为医共体建设的主要责
任单位，将积极做好医共体建设的调研、
指导、协调推进和督办考核工作。督促各
地卫健部门积极改革，主动放权，实施管
办分离，变过去的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
将基层医疗机构的人、财、物交给医共体
牵头医院管理。加强对医共体运行的综
合绩效考核，加强医共体内医疗质量和医
疗行为监管。

咸安一工地彻夜施工扰民
部门：已调查处理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网民“吴先生”
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住在咸安区
政府旁，附近有个工地从十一假期之后开始，每晚
九点多起通宵施工，挖机、渣土车的轰隆声吵得人
睡不着，希望相关部门能有效监管。

近日，经区生态环境分局监察人员的调查发
现，该工程项目为盛世翡翠城5＃-8＃项目。该项
目由湖北盛世祥和地产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位于长
安大道85号，建设规模24887.82平方。5＃-6＃为
六层框架结构，主体结构工程已经完成，准备进入
室外粉刷。7＃-8＃为16层框架结构，子部分已完
工，现进入砖砌体工程施工，旁边配套工程正在进
行，最近旁边配套工程现浇筑混凝土，有施工较晚，
存在噪声扰民情况问题。

对此，该局要求施工方作业泵车离工商住宅小
区远一些；施工时间定为早7点至12点，下午2：30
至晚上10点；施工场地规范施工行为，车辆不要随
意按喇叭，文明施工，不得扰民；工地按“六个百分
百”要求完善，车辆进出场地要洒水，不能有扬尘现
象发生。

校园旁食品安全令人忧
部门：将加大监管力度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赤壁一位网民
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反映，赤壁学校周边食品卫生
安全令人忧。

该网民称，每天，他都看到很多学生在校园外
的小卖部购买辣条等垃圾食品吃。尤其是该市蒲
圻二小外面的迎熏街以及三国商业城小吃街，有不
少人卖此类三无产品。

“为了学生们的健康着想，希望市场监管部门
能开展一次清查行动，集中清理三无食品。”该网民
建议。

对此，该市城管执法部门组织工作专班，开展
了调查。经查发现，赤壁市蒲圻二小外面的迎熏街
有2家店销售辣条，三国商业城小吃街有6家从事
炸鸡柳食品的流动小摊贩，这6家均未办理营业执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等证件，也未取得食品
流通摊贩备案登记卡和按要求留存索证索票资料，
调查情况与举报内容相符。

城管执法部门专班对2家经营户销售的不卫生
辣条依法进行了收缴，合计收缴不卫生辣条15包。
对三国商业城小吃街6家从事炸鸡柳食品的流动小
摊贩，依据《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第79条“擅自在
指定的经营地点、确定的经营时段以外摆摊设点从
事食品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管理
部门或者承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职能的其他部门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查处”的规定，依法予以取缔。

下一步，该专班将会同社区进一步加大食品
摊贩的监督管理力度，建立长效的食品摊贩监管
机制。

青龙山公园入口处垃圾多
部门：已增设专用垃圾箱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咸安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反映，青龙山公园（畔山林语商住
小区前）垃圾遍地，苍蝇乱飞。

该网民称，那里还有垃圾堆积留下的污渍，长
期没有人清除。另外，本来用于休息的长凳旁到处
是垃圾和碎屑，苍蝇绕凳飞。

对此，市城管执法委回复，获悉网民反映后，该
委安排青龙山公园管理办公室管理人员到现场核
实情况。经查发现，青龙山公园（畔山林语商住小
区前）主入口是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城市公
园公共活动空间，本应纳入公园统一管理范围。
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而使垃圾遍地。

该区域与畔山林语商住小区高度融合，在此区
域活动的公众以该小区居民为主，产生的地面垃
圾也以小区居民生活垃圾为主。

经过青龙山公园管理办公室与永安街道办事
处、文笔路社区、畔山林语商住小区物业公司四方
协调，该区域卫生保洁工作责任主体以畔山林语商
住小区物业公司为主，其余三方给予指导监督。

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城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该委已协调有关方面在该区域增设专用垃圾箱，积
极引导公众人人知晓、人人会分、人人参与垃圾分
类，杜绝乱丢垃圾和不规范投放垃圾的行为，共同
营造干净整治的游园环境。

中心花坛附近拥堵严重
部门：已规划建设两座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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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下班高峰期，温
泉中心花坛商圈交通拥堵，行人与车辆抢道。虽然
今年设置了行人红绿灯，但强行过马路的人还是有
很多，存在安全隐患。

该网民建议，建设人行天桥，让人车分离，缓解
交通压力，提升通行效率。

对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为解决温泉中心花坛商圈交通拥堵问题，目前
已在温泉路和淦河大道路段规划建设两座天桥，分
别连通沃尔玛与第一街、第一街与购物公园，引导
和规范行人过街行为，方案已呈报市政府审批，并
纳入了三年建设计划项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