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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农贸市场怎样改造升级？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宏大农贸市场位于咸安区永安办事处鱼水
路，于2000年创建，占地面积28亩，店铺315
个，摊位数量222个，年农产品交易量10300万
吨。

区商务局副局长冷庆生介绍，宏大农贸市场
必须升级改造有六大原因。

一、老城区交通拥堵方面。鱼水路是老城区
交通堵点，其中市场是关键因素。市场人流、车流
量大，造成老城区从凌晨2点到早上交通拥堵。

二、城市管理方面。市场最初是按照老城
区5万人规模设计的，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全
市最大的一级批发市场，供应咸安各乡镇乃至周
边县市的批发，已承担超过设计容量五倍以上的
功能负荷。周边菜贩、经营户漫延，给城市管理
带来很大压力。

三、安全生产方面。市场已建设19年，蔬
菜大棚结构早已淘汰，超过使用年限；房屋老化、
漏水漏电、顶棚生锈，存在安全隐患。

四、环境污染方面。市场基础设施落后，菜
叶、内脏、鱼鳞等不能及时清理，导致臭气熏天、
蚊虫肆虐。噪音污染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五、卫生防疫方面。按照相关要求，主城区
不能进行活禽宰杀，2017年市场活禽批发已搬
迁至亿丰农贸市场，但活禽零售不得不暂时存
在，存在安全隐患。

六、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创建方面。市场一
直是创卫、创文工作的一个痛点、难点，人力、物
力投入大，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小的改造无法
起到作用，只有大的升级改造才能解决问题。

关于宏大农贸市场就地升级改造，
市民对此有什么看法呢？17日，记者
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

市民漆女士说，该市场的干菜、蔬
菜等区域环境还可以，但是鱼类区环境
不好。“来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每次过
来，鱼类区腥味重，地面都是湿的。”漆
女士期望市场就地升级改造后，情况有
所改变。

附近一商铺店员张女士称，市场价
格便宜、种类多，每天人流量、车流量
大，而且有些车辆随意停放在道路两
侧，加上道路本身就窄，容易造成交通

拥堵。张女士期待就地升级改造后，交
通能够有所缓解。

“早就听说市场要就地升级改造，
将建一个地下停车场，我觉得很好。”在
市场里面做生意的吴先生说，市场人流
量大，进货、私家车辆进出太不方便。
地下停车场建好后，到时车辆可以停到
停车场。

今年73岁的李爹爹家住岔路口，
经常早上搭乘公交来市场买菜。“市场
环境可以、价格便宜。”李爹爹说，这里
还是老城区，人多、热闹，每次过来都要
到处逛一逛。今天早上7点多就过来

了，在周边逛了一个多小时。
对于市场就地升级改造，李爹爹表

示很期待：“建好后要过来看看。”

根据《咸安区鱼水路宏大农贸
市场就地重建实施方案》，宏大农
贸市场将就地进行升级改造。

为什么改造，如何改造，市民
对此看法如何？17日，记者对此
进行了采访。

据了解，为推动宏大农贸市场就
地升级改造的进展，方便附近居民生
活需要，咸安将在附近建一个较大规
模的过渡农贸市场，按安全、卫生、环
保、规范、便民的原则进行修建。过渡
农贸市场即将施工，建设周期2个月
左右。

过渡农贸市场建设完成后，将宏
大农贸市场进行拆除，原地重建一个
集地下停车场、地面小广场、新农超

（菜市场）、文化娱乐等业态为一体的
商业综合体。综合体建设周期为2年
多。

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综合体一楼将
建成高标准的城区新农超，不再具有批
发功能，保留零售功能。原有的宏大农
贸市场批发转到亿丰农贸市场。

“新建的商业综合体，将具有现代
气息，增加城市品位，带来新的人气。”
永安办事处副主任张猛说，既能解决

市民买菜问题，也能给市民提供更多
休闲娱乐场所。此外，地下停车场将
提供近500个停车位，能改变市场周
边基本没有停车场的现状，缓解交通
压力。

冷庆生表示，通过升级改造，能切
实解决宏大农贸市场存在影响老城区
交通拥堵、环保治理、城市管理、安全生
产、卫生防疫和文明卫生城市创建等六
个方面的严重隐患。

新闻追问
问市场

冬季不少市民会把衣物送到干洗店
干洗，但温泉城区市民刘女士就遇到了闹
心事：干洗前完好无损的高档呢大衣，洗
后却遭到“伤害”，再也不能穿了。

“我这件衣服，也没说一定要原价赔
偿。可是洗成这个样子，总要给个说法

吧？店家不能因为我提供不了衣服价格
证明，就敷衍处理，这明显是在推卸责
任。”刘女士向记者反映，16日，她将自己
价值5000多元的高档呢大衣送到家附近
的干洗店清洗和保养，取衣服时却发现，
衣服表面出现多处褶皱和起球，明显已经
影响了穿着。

刘女士要求干洗店给个说法，却遭到
对方的拒绝，被告知操作流程都是合乎标
准的，认为是刘女士的大衣材质特殊，才
导致了这样无法预料的结果，不能给予任
何赔偿。

记者粗略统计，仅在温泉城区，就有
大大小小干洗店近50家，其中中心花坛
商圈附近有近10家。入冬以来，平均每
家干洗店每天干洗衣物从数十件到百余
件不等。

采访中，记者发现，消费者把衣服送到
干洗店后，一般只能拿到一张取衣单据，上
面标注的内容非常简单，除了记录送取衣
服的日期和衣服的颜色、类别外，基本没有
其他内容。这样一来，如果发生纠纷，很难
界定是消费者还是店家的责任。

记者从咸宁市消费者委员会获悉，目
前，我市从事洗涤服务的商家存在规模大
小不一、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
有一部分洗涤小店时开时关，洗涤质量很
难保证，致使洗涤服务行业消费纠纷不
断。尤其是冬季，关于干洗投诉的数量日
渐增多。消费者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大
衣严重缩水、服装材质损坏、染色褪色、清
洗不干净等方面。由于缺少专业鉴定机
构，对于此类纠纷，很难判定责任归属。
纤维检测和纺织品检测部门一般只对新

衣服进行鉴定，穿过的衣服缺少对比，难
以认定责任。

市消费者委员会提醒，市民在干洗衣
服时，应选择一些有质量保障的干洗店，
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随便找一家服务
不规范、没有相关证照的干洗店，以免出
现纠纷后，被经营者“扯皮”或敷衍了之。
干洗衣服时，要将衣服内贵重物品、重要
单据拿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此
外，一定要索取、保存好凭据，如果是贵重
衣服，特别是一些容易变形的衣服，应该
向干洗店老板交待清楚，避免出意外。

如何避免干洗纠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问民生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长生”咨
询，自己的新家刚刚装修好了，房屋整
体都是按自己心意挑选的淡色系，但住
进去之后又担心，白色家具该如何保
养？

【记者打听】温泉某家居城工作
人员分享了保养白色家具的几个方
法。

白色家具一般宜用干布擦，而不能
总用湿布擦，因为油漆进水易起皮、脱
落。白色家具要尽量避免日晒，也不要

放在火炉、暖气旁，否则油漆易起皮、脱
落。不要将白色家具直接放在潮湿的
地方，过潮的地面应垫一垫。家具上的
脏污痕迹，用热水擦不干净时，可以用
酒精轻轻擦试。

对于白色家具，一般我们可以使用
市面上常见的白色家具清洁剂擦拭，可
以保持日久常新，白得透透亮亮。如果
感觉脏了或者擦不掉，也可以用牙粉或
牙膏来擦拭。但是要注意，擦拭时不要
用太大力，否则会损伤漆膜而适得其
反，千万不要用刷子刷。

经常清洁是白色家居保养的重中
之重，只有经常保养，注意保持白色家
具的清爽干净，才能让白色家具使用更
长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如何保养白色家具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该如何正确选购梳子？
【记者打听】咸安某日用品店负责

人叶经理分享了几点选购梳子的小技
巧。

暗淡无光的头发容易给人带来缺
乏生机的感觉，好的梳子可以在梳头的
过程中，将发根部分的油脂均匀分布至
发梢，让秀发显得更有光泽。

一把好的梳子，梳齿应该足够柔
软，不会过度拉扯头皮，导致掉发等问
题。很多气垫梳子都具备按摩头皮的
功效，经常性地按摩头皮，可以起到刺
激头部血液循环、放松头部肌肤、促进
头发生长的效果。

排骨梳适合易打结的长直发，不适
合短发、卷发以及发质太软者。排骨梳

的梳齿非常松散，可通过一排排的梳齿
将头发打散，给头发足够的空间，从而
在按摩头皮的同时梳通头发。

鬃毛尖尾梳适合发量稀少者，不适
合卷发、发质粗硬、发量多者。鬃毛做
的梳子梳齿密集，可以将小束的头发倒
梳，制造蓬松的效果。

挑选木梳时，宜选择做工精细、打
磨光滑、有木制天然光泽、无不良气味
的。有些梳子经过了染色、刷油、添加
香料等处理，可能具有刺激气味或者香
味过浓，不能选，用久了会头痛。

此外，梳子需要定期清洗和保养，
不要将其长时间浸泡到水中，更不要接
触高温，避免变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选购梳子

房产交易税费怎么算
部门：已详细告知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自己是房产中介，想知道房产交
易税费具体怎么计算？

对此，市税务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了解到该网民
的需求后，已迅速将房产交易宣传资料通过微信告知，
并对该网民不了解部分进行解答。

房产交易主要涉及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个人所得
税、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

个人购买住房。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
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
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
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
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
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
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
房，按4%的税率征收契税。

个人购买非住房（车库、商铺、土地等），应缴纳契税
（税率为4%）和印花税（税率为0.05%）。

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5%的
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

子女投靠父母，户口如何迁移
部门：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办理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网上如何办理同省子女投靠父母
的户口迁移手续？

咸安区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根据网民的诉
求，现咸安区网上不能办理同省子女投靠父母的户口迁
移手续，必须是申请人持申请材料来办理。

申报材料：入户申请，子女户口证明，父、母亲户口
簿、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父、母亲结婚证，派出所审核后
加盖户口专用章。

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向区公安分局窗口提出申请，由
窗口工作人员初审后受理。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迁户
规定的当场办理户口《准迁证》。申请人持《准迁证》到
迁出地派出所办理《迁移证》，后到迁入地派出所办理入
户手续。

由迁入地派出所户籍窗口受理申请，在规定工作日
内，完成调查、审核审批手续和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
作出批准决定的签发《准迁证》，并将审批结果通知申请
人。 申请人凭《准迁证》到迁出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迁移
证》并注销户口。迁入地公安分局户政中队或派出所户籍
窗口凭《准迁证》和《迁移证》当场办理入户手续。

离职后公积金如何提取
部门：已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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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从某公司离职，12月初
在网上申请公积金提取，提取时显示是封存状态，想咨
询一下多久可以审核完，提取到位呢？

对此，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复，根据
《咸宁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规定，与单位终止劳
动关系的提取，需提供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文件
原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自单位报减封存未继续缴
存的，封存半年后可申请离职销户提取。个人账户封存
情况是根据原单位办理封存时间为准，企业缴存职工一
般当月离职，企业经办人次月办理封存手续。自单位报
减封存6个月后可申请离职销户提取。

网厅申请的所有业务符合提取条件，且上传资料齐
全的，工作人员会在1—3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并打款。

村组何时用上自来水
部门：水压不够需新建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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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浮山办事处太乙洞村三组
到现在还没有通自来水。

该网民表示，太乙洞村三组村民吃水困难，留守
老人和孩子只能挑井水吃，不卫生，安装的自来水管
是摆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尽快解决吃水问
题。

浮山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经调查核实，一直
以来，太乙村三组的饮用水为千山水库的水源，以往水
源充足，不存在饮水问题。但由于今年长久干旱，出现
缺水问题，政府相关领导重视，水厂实地测量，安装自来
水至三组，现水压不够，需要新建泵站。由于泵站由南
川源水务公司承建，所需资金较大，经太乙村和南川源
水务公司、区水利和湖泊局三方协商，正在努力争取项
目资金兴建泵站，将彻底解决村民吃水问题。

为何改 六大原因 如何造 建综合体

市民说 十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