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贩进小区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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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在湖北科技学院旁
河畔家园小区，路边小吃小推车有时下午6点进小
区摆摊，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进
行管理。

咸安区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经调查，在
河畔家园小区的确存在商贩占道经营现象。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区城管局积极采取措
施，主要做到“三个加强”。 一是加强宣传，执法人
员多次联系占道经营商贩，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谈
心，宣传相关政策。二是加强管理，对占道经营的
商贩，共下达违章整改通知书4份；警告教育占道经
营小商贩5人。 三是加强值守，为确保管理效果的
长效性，实行错时上下班制度，加强上班前和下班
后时间段的管理力度，并将该路段纳入日常重点管
理区域，安排人员定点值守。

经过几天的整治工作，目前该处商贩占道经营
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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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车流间发广告易引发交通事故

“这样太危险了。穿行车流间发广告，
稍有不慎就会被车撞上，出了事可不是小
事！”1日，记者来到银泉大道与咸宁大道
十字路口采访，经常在此散步的市民朱先
生告诉记者，只要红灯一亮，发广告的人
就会跑过去，敲每辆车的玻璃，硬塞广告
纸，或往玻璃上别广告卡片。绿灯亮起，
车辆恢复通行后，这些人才在车流中穿行

着往路边走，非常危险，很容易引发交通
事故。

记者在现场看到，绿灯刚刚变成红灯，
两三名发广告的女子急忙蹿出去，极其熟
练地在车群中来往穿行，迅速将广告纸往
车辆里乱塞，当绿灯再亮，有车辆不停鸣喇
叭时，她们才缓缓离去。

下午，记者驱车来到银泉大道与十六

潭路十字路口，发现路边也有发广告卡片
的人，他们看到红灯一亮就跑过来，迅速往
停着的车辆里塞广告卡片。

绿灯将亮时，一名中年女子还争分夺
秒地把一个广告卡片强塞进了记者的车
里。记者战战兢兢只顾看她，差一点与旁
边的一辆车撞上。此时，这名女子慢悠悠
地走向路边，其他过往车辆不得不频繁按

喇叭，并尽量躲开这名女子。
记者还注意到，这些小广告涉及贷

款、开发票等，各式各样的都有。一旦小
广告塞进车内，很多车主会捡起来随手往
窗外一扔。有时，一些环卫工人看到路中
间有垃圾，就会跑过去捡起来。这种情况
下，一旦车子启动，环卫工人的处境就会
很危险。

新闻追问
问民生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中心城区一些

十字路口有人往车窗内乱塞广告小卡

片。市民纷纷反映说，这种现象在城区

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影响交通安全和

城市形象，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长生”咨询，
我们每天都会用到手机，但时间长了，手
机缝隙、充电接口处等地方，会沾染上灰
尘，想知道该如何有效清理灰尘？

【记者打听】温泉某手机店工作人
员分享了清理手机灰尘的几个方法。

如果是手机屏幕脏了，可以直接用
稀释的酒精和棉球处理。因为酒精易
挥发 ，所以用少量的稀释酒精擦拭干净
就可以，不用害怕酒精进入手机而损坏
手机。

对于手机缝隙里的灰尘，首先用棉
签将手机缝隙都擦拭一遍，这时会有灰
尘出来，这一步是把灰尘擦得松动。紧
接着，拿出纸做成漏斗形状，漏斗的口
一定要小。拿出胶带把漏斗紧紧黏在
吹风机的进风口上，吹风机开机后就成
了小嘴吸尘器，可以吸干净缝隙里的灰
尘。

清理过程中，千万不要用手指甲抠
缝隙里的灰尘，因为手指甲里有脏东
西，容易弄脏手机。

对于手机听筒、充电接口处的灰
尘，可以找一片双面胶或透明胶，撕成
带状，然后把听筒、充电接口处仔细粘
一遍，基本就能将灰尘清理干净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

如何清理手机灰尘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该如何正确选购床垫？
【记者打听】咸安某家私城负责人

崔女士分享了几点选购床垫的小技巧。
注意看床垫的面料和做工。面料

好的床垫，接缝的地方很紧致，不会有
明显的褶皱，走线也很细密平整，不会
出现浮现、跳线的情况，四个角缝边处，
圆孤匀称，牙线平直，不会露毛边。面
料差的床垫则相反，要注意仔细观察比
较。

厚度上也要注意，并不是越厚的床
垫越好。一般弹簧床垫厚度12—18厘
米比较适宜，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条
件选择，越厚的床就越软。充气床垫厚
度22—25厘米比较好，婴儿床垫建议

选3厘米厚度的。
用手按压床垫表面，感受里面的填

充物是否平整均匀，再稍用力往下按，
再松手，看能否很快回弹并恢复原状。
最后用手试试床垫对角的承压力是不
是一样的，好的床垫必须是对角线承压
力一致。

躺下时，让脊椎保持自然伸展，看
看肩、腰、臀是否完全与床垫贴合，不留
空隙，如果是说明床垫质量较好。

不论是棕垫、弹簧软垫，还是棉垫，
产品标识上都应有产品名称、注册商
标、制造公司名称、厂址、联系电话，有
的还有合格证明和信誉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选购床垫

近一段时间，陆续有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建筑工地夜间施工
扰民。

“每天晚上大型设备机器运转，吵得人
睡不着。”近期，网民“陈”称，咸安区老电信
大楼对面工地天天晚上通宵施工，影响周
边居民休息。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市
环境监察支队市直大队已进行现场调查。
该工地目前项目处于桩基施工阶段，由于
浇筑混凝土，浇筑量大、浇筑时间长、施工
工艺不能停、混凝土供应方供应不及时等
多方原因，导致未能在控制时间内完成，严
重影响附近居民生产生活，情况属实。

该局要求工地严格落实晚上10时至
早上6时禁止施工规定。要求项目方加强
对工程车司机监管，严禁夜间鸣笛，严禁施
工人员无端制造噪声，一切工序尽量减小
噪声污染。如因工地技术原因需连续施工
和加班的，施工单位需提前向环保部门进
行审批，并做好周边群众的沟通协调工作，
张贴告示告知周边居民及时做好应对措
施。

近期，网民“王”反映，咸安区大畈四组
建祠堂，经常半夜施工到凌晨，噪声太大，
影响附近居民休息，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助
解决问题。

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区分局相关工作人

员回复，该项目于2019年11月6日开始，
预计工期7个月。经现场调查，2019年12
月22日晚，浇灌基础延长到晚上10时后，
造成噪音扰民现象情况属实。

针对以上情况，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区
分局对该工地作出以下处理意见：规范管
理，文明施工；后期如有大规模浇灌混凝土
工程，超过晚上10时需向该地环保部门报
备并在居民区张贴公告。该项目负责人表
示积极配合工作。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咸安区分局了解
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建筑工地的正常施
工时间为早6时至晚10时。因特殊情况需
要夜间施工的，施工单位需要向相关部门

申请许可，告知周边居民，尽量减少对周边
居民的影响。

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在城市市区噪声
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内，禁止夜间进行产生
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
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
须连续作业的除外。

工地夜间施工扰民何时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问施工

穿行车流发广告怎么亮“红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马桥至高赛村道路通行不便
部门：将及时解决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发帖反映，马桥中队至高赛村路段通
行不便。

该网民称，该路段施工期长达三年之久，路上
的坑洼用风化石、土填充，车辆反复碾压后，全部成
了粉末，加上道路积水，成了一滩稀泥，两轮电动车
极易滑倒，居民出行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前往该路
段核实情况，并加以解决。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马桥镇政府相关工作人
员回复，由于208省道（马桥段）扩建改造，改造时间
较长，马桥镇政府已经制定有关规定并安排专人专
职尽可能地减少该项工程建设期间对群众生活生
产造成的影响。对于路面坑洼的有关问题，该政府
也会及时解决，希望该网民能够给予谅解。

岩西村路面2年未硬化
部门：春节前完成调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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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咸安区刘家桥村
原桃坪岩西村的村民。村民们没有能力自筹修路，
前两年向政府求助批得项目扩宽，可是不知哪个工
程队把路面破坏了整整两年而不硬化，造成村民出
行十分不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问题。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咸安区交通局相关工作
人员回复，该局委派专人进行了现场调查。岩西道路
全长约5.7公里，起点为咸通线，终点为通山县石门
村。该线路原有3.5米宽老水泥路一条，此次应群众
要求纳入四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之中。但由于该线
路沿途地貌较复杂，为重丘地带，路基加宽工程量极
大，施工难度也较大，导致路基施工持续时间较长。
该线路应当地村委会及群众要求进行了局部线型调
整，但线型调整后涉及到的征地协调问题迟迟未解决
也导致了工期的拖延。该线路靠近咸通线进口处为
一居住密集村湾，老路两边群众住房间隔较小，路面
空间不够，混凝土搅拌车无法正常通行且无其他道路
进出，导致路面工程迟迟无法动工。

针对该线路的现状，区交通局要求施工单位近
期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先将该线路调平层完成，保
证当地群众过年有路可走，绝不能影响到过年期间
人民群众的出行问题。

嘉鱼长江大桥何时通客车
部门：正申报客车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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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没
有开通客运线路，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希望相关
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该网民表示，以前去洪湖，可以在潘家湾坐汽渡，
可2019年6月后汽渡停止摆渡。2019年11月底，嘉
鱼长江公路大桥通车，但大桥只能过小车，非机动车
辆和行人不能通过，出行比以前更难了。

针对该网民所反映的问题，嘉鱼县交通局相关
工作人员回复，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是武汉城市圈环
线高速公路上的一座跨长江的大桥，大桥的建设对
方便两岸群众出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因大桥是高速公路大桥，属全封闭高速公路的
一部分，是禁止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通行的。且受国
家环保政策的影响，原潘家湾码头已拆除，对两岸
群众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随着大桥的通车，该局正在向咸宁市交通运输
部门申报嘉鱼至洪湖市的客车线路，待批复运营
后，市民可以选择乘坐客车过江出行。

广告卡片塞入车窗缝隙让人心烦

中心城区出租车司机杨师傅说，在一
些重点路段的十字路口，经常会有人发广
告，这种行为不仅影响道路通行，容易引
发事故，也会给文明城市创建带来负面影
响。

“我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经常在十字
路口看到有人过来发小广告，有售房的、美

容的、健身的，让人很厌烦。”一位市民抱怨
说。

“等信号灯时，我会将车窗降下来透透
气，一不注意，就被塞小广告。有时候我看
到他们走过来，就将车窗关上，他们就将小
广告塞入雨刷器底下。如果遇到突然下
雨，一旦开启了雨刷，广告卡片会随着雨刷

的摆动而蹭来蹭去，坚硬的纸片瞬间会将
车辆前挡风玻璃刷成毛玻璃。”车主张先生
对记者说。

采访中，不少车主表示在十字路口都
遭遇过被塞小广告一事。

其中有车主说，其实发小广告的，之所
以那么招人烦，不在于广告本身，而在于司

机如果不开窗，他们就顺手将卡片塞入车
窗缝隙或雨刷器下。车主想要取下卡片必
须得开门下车，在车流不止的十字路口，这
样做很危险。可如果不下去，车前的挡风
玻璃一直贴着几张狗皮膏药式的广告卡
片，让人心情烦躁。因此，司机们对那些在
路口派发小广告的举动十分反感。

有损城市形象需要部门加强管理

“现在，咸宁城区的一些主要路口只要
车一停，就会有一群人跑过来乱塞广告，实
在太有损咸宁形象了。”市民魏先生说，上
个月外地的一个朋友来咸宁旅游，车开到
银泉大道与金桂路路口，被塞广告的人包
围。朋友颇有微词地说，咸宁的街道和桂

花这么美，怎么管不了这几个乱塞广告的
人。

一些市民告诉记者，现在咸宁文明城
市创建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大街小巷变
得靓丽起来，但近期，街头路口乱塞广告的
现象却是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让市民感

到非常糟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发广告的人在道

路上任意穿行，但没有看到执法人员上前
阻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在道路中间拦车发放宣传单，属于妨

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可以处以警告或
进行罚款。

多位市民在采访中认为，各路口都有
交警上岗，治理起来应该不是很难。他们
希望交警、城管等部门切实负起责任，让咸
宁更加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