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在道路运输方面，加强道路危
险品运输和客运车辆的监督检查，督促企
业严格落实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管，积极
联合公安、安监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
行为。充分发挥第三方监控平台和4G视
频监控系统的监控功能，加强对“两客一
危”、农村客运车辆和货运车辆的监管监
控工作，严防“三超一疲劳”现象发生。增
派执法力量，加大对客运站、旅游集散中
心、景点、学校等旅客集散地以及危险货
物运输站场的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严格查
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在普通公路方面，加强列养公路、桥
涵的养护和对重点桥梁、隧道的监控，加
强对重点危险路段、事故多发易发路段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联合交警、运管等部门，深入开展货
车超限超载治理和源头治超工作，落实24
小时联合驻站治超制度，加快不停车检测
系统建设，严查“百吨王”、集体冲卡等违
法行为。

在道路交通方面，重点对客车超员、
机动车超速、货车超载、疲劳驾驶、无牌无
证、闯红灯、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不按规定

车道行驶、行人随意翻越隔离护栏等不安
全驾驶行为及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
治，集中发现和处置一批威胁道路通行秩
序和安全畅通的严重隐患。

在城市客运方面，联合公安交警、城
管等部门，持续深入开展城区交通运输市
场集中整治工作，加大对高铁北站、城铁
站、火车站站前广场营运秩序的规范整
治，严厉打击拉客揽客、拼客、不打表、拒
载、绕行等不文明行为，严厉打击黑的、无
牌无证四轮电动车非法营运行为。督促
公汽、出租车运输企业加强对出租车、公

汽驾乘人员文明礼仪、安全知识、安全技
能教育培训，做好冬季车辆检查维护工
作。

在铁路运输方面，全面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重点开展高铁沿线危险物品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对铁路沿线隧道、
桥梁、涵洞、重点路段等重点部位的巡查
检查。严格管理好站场内外运营秩序，积
极做好引导服务、便民服务等工作。严密
管控雨雪灾害天气、春运等重大节假日和
不同时段的运输安全，确保旅客走得了、
走得好、走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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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入
冬以来，气温骤降，加上最近阴雨连绵，房间
更是潮湿阴冷，自己就因感冒去了医院，想
知道该如何去除房间的湿气？

【记者打听】市中心医院治未病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冬天室内湿气重对人体健康
不利，不仅很容易导致感冒，还会使得人体
内的寒气与湿气过重。去除房间湿气有几
个简单办法。

通风是运用最普遍的除湿方法，但如果
在不适合的时候开窗通风，会造成房间更加

潮湿。在湿气较重的雨季，开窗的方式是将
上风向的窗户关闭，将下风向的窗户打开以
减少水汽的进入，当然在天气很晴朗的时候
可以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通风，加速室内的
水汽蒸发。

木炭除湿也是一种很有效的除湿方法，
现在市面上售卖的除湿盒，很多都含有活性
炭，这是一种很好的除湿方法，但是只适用于
小空间，如衣橱、储物柜等地方，能够有效的去
除湿气，还能够有效的去除异味。

有空调家庭可以巧妙的利用空调去除
湿气，空调是我们用来调节室内温度的，在
较为潮湿的季节里，也可以将它当做烘干机
使用，能够有效保证室内的空气湿度不会太
大。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如何去除房间湿气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该如何科学选购水果？

【记者打听】咸安某水果店店主沈
女士分享了几点选购水果的小技巧。

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要挑选
颜色深、结实、光泽自然、底部凹陷比较
深的，这样吃起来比较甜。也可以用手
指轻轻地弹，声音清脆的口感比较好。
如果底部泛出青色，表明不太成熟。

挑选香蕉时，不要挑个头太大
的，要圆润有棱角的。两头呈绿色
的香蕉一般未成熟，而深黄的则完
全成熟了，应当尽快食用。不要用
力擦拭已经天然裂开的香蕉，防止
腐败变质。

挑选荔枝时，表面看起来凹凸不
平、纹路比较深的，核比较小。也可以用
手指稍微按压，果实紧硬度适中为宜。

新鲜葡萄表面有一层白霜，用手
一碰就掉。白霜越厚说明葡萄越
好。新鲜葡萄果梗与果粒之间比较
结实，果梗新鲜、果粒紧密。同一品
种葡萄，果粒紧密的葡萄说明生长过
程中营养成分充足。

新鲜的草莓果蒂鲜嫩呈深绿色，
果蒂四周均应呈鲜红色，若果实还残
留白色部分，表示尚未成熟。不要选
个头过大或形状奇怪的，尽量大小一
致，颜色不要太深或太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
子 整理）

如何选购水果

问民生

拆迁补偿标准如何？
部门：已详细告知

赤壁10路公交车出行不便
部门：努力优化服务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赤壁市10路公交车分长
短线，每次上车都需要询问，很不方便。

该网民介绍，10路公交车长线到亿丰商贸城，
短线到北站，但是车站显示均为到亿丰，公交车上放
一个牌子（到站点展示牌），每次要坐到亿丰的车，都
得提前向司机询问；长线到亿丰的车特别难等，短线
的车有很多，出行不便。建议将牌子、线路固定，对
公交线路进行小微调整，方便居民出行。

对此，赤壁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关于城区10路线长线（亿丰）、短线（北站）无法
区分的问题，每一辆车前方驾驶室内放有终点站提
示牌，长线、短线不一样，以方便市民直观识别终点
站信息。关于长线班次少的问题，因从北站到亿丰
方向人流较少，所以安排班次也相对较少，后期公交
集团会根据实际上座率再做调整。10路线采取轮
班制排班方式，每日发往亿丰和北站车辆交替轮班，
电子屏信息都是固定了的无法更改，后期公交集团
将努力优化，满足长线和短线乘客的不同需求。

近日，在深圳上班的咸宁籍市民肖女
士遇上了烦心事。因为大学毕业后换过几
次工作，后面又自主创业，索性中断了缴纳
社保，长达两年的时间没有缴纳社保。待
想回咸宁上班时，发现无法办理社保转移，
其他相关待遇也受到了影响。

记者采访发现，肖女士的遭遇并非个
例，很多市民因为跳槽、待业等原因，都有
可能使自己的社保缴费中断。尤其在流动
性较大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存在很多主动
断保的现象。

社会保险被比作“安全网”“稳定器”，
出发点是为了改善和保障劳动者的利益，
而养老保险正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项。社

保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五个险种。其中，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是由公司缴纳的，其他几种
一部分由个人缴纳，一部分由公司缴纳。

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养老保险需要最少累计缴满
15年，到达退休年龄时可按月领取退休
金。如果中途断缴可以补缴，但可能会影
响到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

医疗保险女性缴够20年、男性缴够25
年，退休后可享受终身医保。但医保如果
中断，中断期间则不能享受医保待遇。如
果超过3个月没有续保，则连续缴费年限
会重新计算，医保报销额度和重大疾病医

保额度也会受影响。
针对肖女士的情况，市社保局工作人

员回复，如果市民离职以后没有固定工作
单位，但自己还想缴纳社保，可以去社保局
办理个人社保续保。凭解除劳动关系的证
明、身份证、户口本等资料，前往户籍所在
地的社保部门办理个人参保缴费手续。

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提醒，按照国
家法律法规，公民参加养老保险是法定的义
务和责任，如果单位没给缴纳社保或者没交
够，可通过以下渠道进行维权：单位没交够
或者没缴纳社保，可以直接跟单位沟通；单
位明明知道但是没有交，可以到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登记稽核反映或者向劳动监察部门

举报；如果单位恶意拒交社保，可以向劳动
监察部门申诉，或通过法律程序诉讼，法律
渠道可以强制执行。

而挂靠中介“代缴”社保的行为是违规
的。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
方式办理社保业务不仅违法，还会无法享
受社保待遇，骗取社保待遇情节严重的，会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方案》，各地和各单位要针对本
区域、本行业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突出交通事故多发的重点地区，突出危险货
物存储港口码头等重点部位，突出“两客一
危”车辆和客渡船等重点车船，突出交通事故
多发等重点路段，突出交通换乘枢纽等重点

人员密集场所，突出要求整改销号的挂牌项
目，突出长期未得到根治的重点隐患问题，并
结合冬季安全生产特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
立查立改、边查边改，坚持排查整改、执法查
处、督查督办贯穿集中整治全过程，坚持标本
兼治，构建长效机制，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加强执法严肃考核。建立多部门配合
的联合执法机制，采取暗查暗访、突击检
查、重点执法等形式，坚决整治安全生产突
出问题。建立会商、通报、约谈、警示、挂牌
督办等工作机制，加强督办落实。市综合
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将组织督查，及

时发现和整改问题。整治期间，对整治工
作推动不力并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企业和
有关部门实行内部责任倒查，依法依规依
纪严肃追责问责，并将集中整治开展情况
纳入2019年度各县市区综合交通安全生
产专业委员会评级重要依据。

综合交通安全如何集中整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日前，市综合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

会印发《全市综合交通安全生产集中整治

专项实施方案》，在全市范围内对综合交

通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安全

生产集中整治。

如何避免社保断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近日，市客管处联合咸安区公安部门
开展高铁北站站前广场和城区出租车市
场秩序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拉客揽客、拼
客、不打表、拒载、绕行等不文明行为，严
厉打击黑的非法营运行为。

这是我市开展综合交通安全生产集

中整治行动的一幕。据了解，2019年12
月13日，市综合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
印发《全市综合交通安全生产集中整治专
项实施方案》，在全市范围内对综合交通
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安全生
产集中整治。

集中整治工作分为三个阶段，2019年
12月20日前为宣传发动阶段，2019年12
月21日至2020年3月20日为治理整治阶
段，2020年3月21日至3月31日为复查
总结阶段。

集中整治既综合整治政治站位不高

的问题、红线意识不强的问题、安全责任
缺位的问题、隐患排查不扎实的问题、监
管执法宽松软的问题，也整治具体的方
面，包括道路运输、普通公路、道路交通、
水路运输、城市客运、交通在建工程、邮政
寄递、铁路运输。

集中整治时长：三个月

集中整治范围：多方面

集中整治措施：严考核

低保就医政策如何落实？
部门：按医保系统程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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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未落
实低保就医政策。

该网民表示，2020年1月5日晚上，自己的父亲
在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窗口办理住院。由于
他家是低保户，按照区里下发的精准扶贫医疗保险
政策，住院是不设起付标准的，但医院窗口人员表示
没有收到这个政策，要求按照一般贫困人口交400
元的住院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具体落实政策，同
时将缴纳的400元予以退还。

对此，咸安区医疗保障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咸
安区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制度。按照《关于进一步
完善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的若干规定》要
求，低保户不设住院起付线，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在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时需自缴住院起付
线400元，且不纳入报销范围。

现行医保系统中识别程序为：精准扶贫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低保、医疗救助、精准扶贫补充医疗保
险四位一体的报销流程（依次进行）。因该患者既是
低保户又是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依据以上系
统设置程序，系统优先识别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身份，故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收其400元住院
费符合政策规定，在住院结算时，会一并落实精准扶
贫与低保报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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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鼓大道和107国道交
叉路口红绿灯安装了好几个月一直不启用，由于大
车比较多，官埠街过马路的行人不方便。希望红绿
灯能尽快投入使用。

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经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核查，旗鼓大道和107国道交叉路口属于大型
车辆来往较为密集的路段，该路段有多家物流公
司。为防止交通事故发生，咸宁市高新区管委会在
2019年4月安装了交通指示灯，由于107国道沿线
交通设施方面的建设，包括多个方面多个项目，是一
个综合的配套工程，目前，设施电缆部分正在改建，
107国道与衡二路交通指示信号灯正在进行调试，配
套的交通标志标线等都在整改完善中，此外斑马线
的规划施划也在进一步摸排论证，筹备施工中。该
路段的交通指示信号灯应该很快会投入使用。

红绿灯装了几个月未启用
部门：很快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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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桂花路的咸运集
团片区即将拆迁，拆迁补偿的标准如何，有房产证
和没有房产证分别是多少，如何计算。

针对该网民的疑惑，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和《湖北省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被征收房
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
商不成的，通过投票或者摇号等方式确定。被征收
房屋评估价值应当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
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
使用权等影响因素确定。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
部门对评估报告有疑问的，由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
机构作出解释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