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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后，如何安全出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何放行？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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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受疫情影响可申请延期还款

市内：
：公交
公交班车陆续恢复
班车陆续恢复
1 市内

随着复工复产的企业增多，市内
如何出行？省内如何通行？省际如

房贷无法按时还款

王恬

【网友疑问】
网友“十月烟火”：公交车全部恢复
了吗？出行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网友“一桶浆糊”：我要回嘉鱼，怎
么坐班车？
网友“微笑天使”：出租车恢复运营
了吗？
【部门回应】
市防控指挥部回复：15 日起，我市
城区公交、出租和班线客运车辆安全有
序恢复运营。公交车于当日早 7：00 起
恢复运营第一批 1、2、6、8 四条主要公
交线路，运营时段为早 7：00 至晚 18:
00 时，
每班次发班间隔为 20 分钟。
出租车自当日上午 8 时起市中心
城区 562 辆出租车恢复运营。

班线客运自 15 日上午 8 时起恢复 “绿码”上岗，每天上班前与下班后进行
运营温泉—嘉鱼、温泉—赤壁、温泉—
两次体温监测。乘车人员必须全程戴
通山、温泉—崇阳、温泉—通城班线客
口罩，车厢采取隔位坐，所有运行的公
运，每日往返线路各运营 4 个班次，运
交车辆不开空调，做到一趟一保洁、一
营时间为 9 时、11 时、13 时、15 时。
趟一消毒、一趟一通风。
市域内国、省、县道恢复有序通行，
“车辆回来之后，通过我们自动洗
市民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在全市流动，
车机，把车的外观洗干净，车辆到我们
县与县之间设置查验点核码、测温通
调度亭这个地方以后，对车内进行保洁
行。红码、黄码人员暂不通行。
消毒。”肖世华说。
【记者探寻】
随后，记者来到咸宁市温泉中心客
17 日，上午 8 点 30 分许，记者在 2
运站，
看到售票窗口售票情况井然有序。
路公交温泉中百仓储站看到，乘客正凭
“旅客必须戴口罩，测量体温才能
湖北健康码绿码测温有序乘车。
进站，携带身份证、健康证明或者绿码
咸宁市枫丹公交有限公司党支部
实名制购票。”温泉中心客运站站长陈
书记肖志华告诉记者，为确保司机和乘
波说，对站内设施设备和服务人员、司
客安全，枫丹公司要求，公交驾驶员凭
乘人员，
每天都查验、消毒。

省内：
：手持健康码自驾出行
2 省内
【网友疑问】
网友“西西里的甜橙”：我要去宜昌
上班，
请问如何返岗出行？
网 友“love 菲 ”：我 家 亲 戚 是 仙 桃
人，她要到咸宁来，如何进入咸宁？
【部门回应】
市防控指挥部回复：除“四类人员”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以
及以上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外，离咸前
往省内其它市州人员，持湖北健康码
“绿码”、湖北省车辆临时电子通行证，
经高速公路查验站（现开通查验站有咸
通高速马桥站、蕲嘉高速咸宁东、京港
澳高速咸宁北和咸宁南 4 个，出行人员

可就近选择出行）验码核证、测温正常
后登记放行。
省内中、低风险地区需返咸人员，
持湖北“健康码”绿码，经高速公路查验
点核码、登记、测温后予以通行。省内
其他高风险地区（武汉市除外）需返咸
人员，持湖北“健康码”绿码，由用工方
或组织方与咸宁所属县市区指挥部申
领电子通行证，
“点对点”
方式返回。
【记者探寻】
17 日，记者来到咸通高速马桥站，
现场看到，
上高速的车辆正在有序通行。
离收费站出口 30 米处，
有一个检验
站，
对进出车辆和人员进行查看健康码、

电子通行证等证件，
测量体温，
做好信息
登记。
检验站负责人告诉记者，从 12 日
开始，
他们就开始陆续放行。
“这边正在进行体温测量，请您摇
下车窗、关掉空调，靠近窗外、拨开刘
海……”10 时许，从收费站出来的车辆
愈来愈多，交警有序引导车辆，对车上
人员测量体温。
看到接踵而至的车辆、络绎不绝的
人流，该负责人说，
“ 老乡们也不容易，
此次疫情耗时太长了，他们也要生活
呀，我们动作快一点，车辆通过也就快
一点。”

省际：
：凭健康证明和放行单有序通行
3 省际
【网友疑问】
网友“季静雪”：我是咸宁人，疫情
期间一直留在浙江，现在怎么回咸宁？
网友“流沙聚散”：我是合肥人，年
前腊月回丈母娘家通山过年，我现在要
回合肥上班了，
怎么出省？
【部门回应】
市防控指挥部回复：省外需返咸人
员，持当地认可流动的健康证明和咸宁
所属单位或居住地社区（村）接收证明
返回，经高速公路查验点查验、登记、测
温后予以通行。
需离咸前往省外人员(北京市除
外);先到所居住社区(村)开具健康证明，

乡 镇 办 场 要 审 核 把 关 ，甄 别“ 四 类 人
员”
。申请人再持所开具的健康证明、
目
的地所属单位或社区(村)接收证明、
本人
返岗申请，
到咸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
咸安区实验中小学大门口临时办证点递
交申请。由所受理的窗口将申请人信息
报送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审核，审核通过
后再由所受理的窗口向申请人办理《放
行单》。申请人持健康证明和《放行单》，
经高速查验站查验《放行单》、验码测温
后放行。申请人到达目的地后，须第一
时间向出发地所在乡(镇、
办、
场)报告。
【记者探寻】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除了自驾出行

外，市防控指挥部组织返岗复工临时包
车专线，助力我市企业复工复产和务工
人员外出就业。
3 月 15 日，我市首批返岗复工“咸
宁—岳阳”临时包车专线接回的 81 名
滞留外地咸宁市民顺利返乡。
3 月 14 日下午，市指挥部通过咸宁
日报 APP、香城都市报官方微信公众号
等新媒体平台发布公告，告知滞留省外
返岗返乡人员及时报名。
据悉，返岗复工“咸宁—岳阳”临时
包车专线将从 15 日至 19 日持续开通 5
天，为更多滞留在外、急需返岗复工人
员打通回家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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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在赤壁农业银行
贷款买了一套房。受疫情影响，夫妻俩宅在家里
一个多月，没有工作收入，即将面临房贷无法还
款。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逾期，需要承
担怎样的责任。
对此，银保监分局赤壁监管办事处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第四条：完善受
疫情影响的社会民生领域的金融服务。对因感染
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
离观察人员、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
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金融机构要在信
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
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感
染新型肺炎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可展期一年，继
续享受财政贴息支持。对感染新型肺炎或受疫情
影响受损的出险理赔客户，金融机构要优先处理，
适当扩展责任范围，应赔尽赔。
受疫情直接影响的人（如住院或隔离等）可以
申请延期还款，具体要根据各家银行的规定来，建
议及时向承贷银行赤壁农行进行沟通解决。

小区养鸡严重扰民
部门：已取缔并上门消毒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近日，网民“春风一
瞥”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是温泉
聂家湾路 104 号居民。疫情期间，附近有人长期
在居民区内养鸡，鸡的臭味及噪声严重扰民，并且
容易引发传染病，
希望依法予以取缔。
“春风一瞥”说，小区居民养鸡，从最初的 1
只，发展到最多时养了 10 余只，不但鸡鸣声吵到
了周边的居民，最重要的是鸡粪的味道严重影响
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家住低楼层的居
民。现在是疫情期间，从医学防护角度，需要开
窗通风，但难闻的气味令他家根本不敢开窗。而
且居民的鸡平时还是散养的，经常搞的地上满是
鸡粪，令附近居民出行时都是小心翼翼，生怕踩
到鸡粪。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温泉办事处相关工作
人员回复，温办已经委派专人进行了现场调查。
据查，养鸡的人是在自己家院子里圈养的，并非散
养。但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社区已派
专业人员上门和当事人进行过沟通，将鸡处理完
毕，并上门消毒，保护居民身体健康。当事人对此
处置结果表示理解。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
部门：已详细答疑

疫情期间工资如何发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问民生
近日，我市各地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
的 前 提 下 ，有 序 推 进 企 事 业 单 位 复 工 复
产。在此情况下，疫情期间的工资如何发
放，成为许多劳动者关心的问题。而家住
咸安凤凰社区的樊女士，更是忧心忡忡：
“家里人等着复工，想打听下具体的工资核
算标准。”
樊女士和爱人均在咸宁本地不同的企

业上班，至春节以来，夫妇俩一直出于待岗
状态，二月份工资也尚未发放。
“ 单位承诺
会发放薪酬，但涉及到具体如何算工资，所
以我们也一直在等。
”
受疫情影响，这个春节里，不少劳动者
像樊女士一样，先后经历了延长假期、延迟
复工等情形……对工资怎么发，很多人都觉
得有点懵。
“在我国法律规定中，法定休假日、休
息日、工作日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市人社局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工作日，工资正常发放；
休息日，如果加班又不能安排补休，支付不
低于工资的 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

如何选购口罩
【网民咨询】疫情形势依然不能掉
以轻心，近日，网民“薄荷”咨询，该如何
正确选购口罩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南山社区药
店负责人祝女士分享了几点选购口罩
的小技巧。
在挑选口罩时应挑选时注意查看
口罩的外观形态，口罩表面整洁均匀，
没有破损和污渍，大小与标准规定的尺
寸相符。假冒伪劣的口罩是一般比较
薄。正规合格的医用口罩至少有三层，
外层摸起来比较光滑，剪开会看到明显
的三层结构，透光性差且看不出明显织
丝。
最普通的棉布口罩结构单一，天冷
时可用来防寒保暖，对冷空气敏感的人
可以学这种棉布口罩，保温效果、舒适

性良好。平时最好多备几只口罩，以便
替换使用，应每日换洗一次。
不建议心肺功能不好或有呼吸系
统基础疾病的人群及儿童佩戴医用防
护或工业颗粒物防护等密闭性高的口
罩，避免佩戴后容易出现缺氧头晕等意
外情况。
医用口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
细菌唾液的传播，能够有效的预防流
感。 但是医用口罩为一次性使用口罩，
不要重复使用。
专业防护型口罩是防护级别最高
的口罩，能够抵挡住像 pm2.5 的较小的
污染颗粒，因此雾霾天时是防护最好的
口罩。防护型口罩的使用寿命根据其
污染程度有关，佩戴后晾干，放密封袋
保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陈希子

日，如果加班，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的
工资报酬。
新冠肺炎疫情陡然升级之后，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
通知》，延长春节放假至 2 月 2 日。此后，
湖北省按照实际情况，要求省类各类企业
复工不早于 3 月 10 日 24 时，涉及保障疫情
防控必需、公共事业运行必需、群众生活必
需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除
外。
需要注意的是，从 1 月 31 日到 3 月 10
日这期间，不管是国务院规定的延长假期，
还是各地规定的推迟复工，虽然因其刚好

与 春 节 假 期 相 衔 接 而 被 俗 称 为“ 延 长 春
节”，但实质并不是假期，而是属于法律授
权的应急处置措施或者紧急措施，是为了
避险而停工。延迟复工期间，在家休息或在
家办公的工资如何计算，各地规定并不详
尽，也不统一。
在特殊情况下，企业可以延迟发放工
资，但要与职工协商一致。根据规定，企业
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通过
与职工协商一致，例如采取电子邮件、微信
回复等方式，同时将相关回复内容留存。采
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
定工作岗位。

如何正确使用 84 消毒液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一一”咨询，
如何正确使用 84 消毒液？
【记者打听】近日，
城区一超市工作人
员介绍，
在超市一般有多种品牌和包装的
84 消毒液出售。84 消毒液在使用时切记
要注意以下几点，
确保安全和有效。
佩戴防护口罩与手套。84 消毒液对
皮肤和口腔黏膜具有腐蚀性和刺激性，
如果直接接触原液会有轻微的疼痛感。
注意有效消毒的 3 个要素。消毒方
式、消毒液浓度、作用时间是有效消毒的
3 个要素，缺一不可。使用前必须认真阅
读使用说明书，依据实际用途按使用说
明书配制相应浓度的消毒液。消毒液并
非浓度越高越好，过高浓度的消毒液既
不能达到有效的消毒效果，又会造成环
境污染。

消毒后切记冲洗干净。消毒液的残
留会对人体产生一定危害，所以使用消
毒液对餐具、茶具、厨房案板、儿童玩具
等用品消毒后，一定要反复多次用清水
进行冲洗。
84 消毒液不能与洁厕灵等其他清洁
剂混合使用。84 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次
氯酸钠，
洁厕灵的主要成分是盐酸，
次氯酸
钠和盐酸混合后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氯
气。氯气是一种刺激并损坏呼吸道的气
体，
人体大量吸入会引起咳嗽、
呼吸困难、
头
晕等症状。当空气中氯气的浓度达到一定
程度时，
会引起氯气中毒，
可能危及生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网民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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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家住温泉老旧
小区，
今年有没有相关的改造政策？
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2019 年，全市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就启动；按照规划，2020 年，全
市各县（市、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将全面铺开；
2025 年，全市列入改造范围、条件成熟的老旧小
区基本改造完成，建立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实现人
居环境
“整洁、舒适、安全、美丽”的目标。
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步骤分为三步：制定计划、
项目申报和项目实施。各县（市、区）建立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库，结合小区现状条件、群众改造意愿
及成熟条件等因素，从项目库中逐批遴选，分轻重
缓急，
合理确定年度改造任务。
符合申请条件的小区在所在街道社区的统一
指导下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委员会和业主委员
会（或居民自治小组），由业主委员会（或居民自治
小组）代表全体业主履行小区改造牵头责任，向所
在乡镇（街道办）提出书面改造申请。
各街道社区结合小区实际，组织制定初步改
造方案，报各县（市、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初步改造方案包括改造项目设计方
案、投资估算、资金筹集方案、后续管理模式及社
区治理体系建设等内容。

婴幼儿照护平台何时运营
部门：正在试运营中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听说咸宁已经有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平台，想知道该平台是否
能查找机构，又该从哪里进入平台，查询相关知
识？
对此，我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称，目前咸宁市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平台
在试运行中，咸宁市卫健委的门户网站上有登入
模块，居民也可以直接输入以下网址进入：http:
//www.xianning.gov.cn:1888。
该平台目前可以查询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相
关政策规定、行业资讯及婴幼儿保健知识等内
容。由于托育机构还没有开始进行注册登记备
案，因此该平台暂时还无法通过 GIS 定位查询到
托育机构信息。
如果居民有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方面的内容
需要具体咨询，
可以电话联系 8163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