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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一一”咨询，
现在用的牙刷感觉不好用，想要重新买
一个，但不知道该如何选购？

【记者打听】咸安一超市工作人员李
女士分享了选购牙刷的几点小技巧。

刷头短而窄。短而窄的小刷头可以
在口腔里灵活转动，能到达牙齿的各个
部位，不易留下死角。

刷毛软硬适中。很多人认为牙刷材
质越软越好，这样不容易伤到牙龈。其
实不然，用软毛牙刷刷牙时力量不好掌
握，刷得太轻了，口腔里的食物残渣和细
菌不易清除干净；用力过大，就会损伤牙
龈，也会减短牙刷的使用寿命。而硬毛

牙刷虽然对牙齿的清洁效果较好，但对
牙齿的磨损和损伤也较大。因此建议选
择刷毛软硬度中等的牙刷。

刷毛尖经过处理。刷毛在切割后，如
果没有经过圆滑处理，容易因太过尖锐而
造成伤害。把刷毛尖磨圆的磨毛牙刷，可
防止这种伤害，对牙龈保护作用更强。

刷柄有防滑设计。一把好的牙刷，刷柄
要握持方便、感觉舒适，并具有防滑设计。一
般刷柄与刷头的角度以17度—20度为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念整理）

网民在线

如何选购牙刷
【网民咨询】疫情期间，居民出行后

须勤洗手，一次性手套也成了常用品。
近日，网民“薄荷”咨询，该如何正确选
购一次性手套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某大型商超
负责人佟经理分享了几点选购一次性
手套的小技巧。

选购手套时，要检查手套有无小孔
或破损、磨蚀的地方，尤其是指缝。在
满足防护性能的前提下尽量选择薄的
手套更为适宜。

相同重量的手套，越柔软的防护性
越好。因为手套生产过程中，除了原料
外，还会添加其他生产助剂，而助剂添

加越多，手套就越硬，其防护性能反而
不好。

一次性手套仅为防护飞溅的溶液，且
腐蚀性液体溅到手套后应及时更换手套，
也不可做医疗或化学防护手套使用。

手套尺寸要适当，如果手套太紧，
容易造成佩戴不舒适且手套易破损；而
如果太松，使用不灵活且容易脱落。建
议按人手实际尺寸选择佩戴。

戴手套前要洗净双手，摘掉手套后
要洗净双手，并擦点护手霜以补充天然
的保护油脂；如果戴手套时，手部出现
干燥、刺痒、气泡等症状，要尽快取下手
套，迅速诊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希子整理）

如何选购一次性手套

餐饮复市，准备好了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靶向药自费部分
能否纳入大病二次报销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诊平台上发帖咨询我市医保大病二次报销
的相关问题。

该网民表示，自己的家人患有乳腺癌，一直在
使用乳腺癌靶向药赫赛汀。这个药物先行自付的
30%不纳入基本医疗报销，想知道这先行自付部
份是否与基本医疗报销后自付部份一起是否纳入
居民大病二次报销？

对此，咸安区医疗保障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
称：根据《关于贯彻落实<湖北省特殊药品基本医
疗保险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参保人员门
诊统筹、门诊特殊慢性病及住院使用特殊药品时，
须先按省级确定的比例自付后，再按我市乙类药
品目录管理办法执行。

经医保系统核查，2019年靶向药（谈判药）先
自付的部分纳入大病保险报销，现阶段维持2019
年政策不变，2020年如有变动，自新政策出台之
日起按新文件规定执行。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近日，有网友
在咸宁论坛反映，部分市民乘坐公交车时不
戴口罩或是中途摘掉口罩等。25日，记者
乘坐主城区内部分线路公交车进行探访。

探访期间，记者分别乘坐1路、2路等公交
车，发现车上有极少数摘掉口罩或未正确佩戴
口罩的乘客，大多数乘客都自觉佩戴口罩。

上午10时左右，1路公交车上一名乘客
将口罩褪到嘴角，鼻子未能遮住。此时，其
他乘客与这位乘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中午11时左右，2路公交车上一名乘客
直接摘掉口罩，拿在手上……

面对上车后摘掉口罩的乘客，也有同车
乘客主动提醒，“连喊了几声‘大哥，请戴上口
罩’，但是这位乘客似乎未能听见我的声音。”

乘客朱先生希望，大家能够自觉遵守规
定，在公共场所、公共空间佩戴口罩。

该公交车驾驶员表示，对上车后摘掉口
罩的乘客，他们都会提醒，但是开车时视线

主要在前方，不一定能观察到每一位乘客。
“不戴口罩或者没有口罩的乘客，我是

拒绝其上车的。”公交车司机表示，对不正确
戴口罩乘车的乘客，不能拒载，只能提醒。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少数乘客未能正确佩
戴口罩，部分乘客将口罩挂在面部，还有的乘客
戴的是防尘口罩，不能起到防护病毒的效果。

“虽然现在疫情好转，但是流动人口增
多，希望大家在疫情防控结束前，不要大
意。”市枫丹公交党支部书记肖世华希望，市
民乘坐公交车时都自觉并正确佩戴口罩。

日前，国家相关部委印发《公众科学戴

口罩指引》的通知。《指引》中表示，对普通公
众而言，居家、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
时，可不戴口罩。

而处于人员密集场所，如办公、购物、餐
厅、会议室、车间等，或乘坐厢式电梯、公共
交通工具等，《指引》建议，在低风险地区，应
随身备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
外科口罩），在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
于1米）时戴口罩。

目前我市是低风险区域。肖世华表示，
低风险不等于无风险，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时还需自觉并科学佩戴口罩。

乘坐公交可以不戴口罩吗？
枫丹公交：科学佩戴口罩出行

问出行 商品房交房标准如何
部门：已详细答疑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赤壁网民
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自己是赤壁市
恒时凤凰城4期业主，年初接到凤凰城的交房通
知，但验收流程还未办理，可以开始装修入住吗？

赤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通过调查核实，凤凰城工程项目已组织竣工
验收，五方责任主体均已签署了验收意见，可交付
使用。通过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未查阅到诉求人提供的条款。 该项目已
经根据《湖北省建设工程联合验收暂行办法》相关
规定，已向组织联合竣工验收主管部门递交相关
资料。

新闻追问
问民生

目前，我市各行各业积极复工复

产复市，全市生产经营活动按下了

“快进键”。对餐饮这一特殊行业而

言，复市情况如何？如何保障餐饮安

全？如何申请复工开业？ 25日，记

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年满18周岁能否改名字
部门：4种情况可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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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询问，自己已年满18周
岁，想改名字，咨询怎么改？

通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根
据《湖北省公安机关办理户籍证件工作规范》第一
百二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变
更名字：姓名或者姓名的谐音违背公序良俗的；姓
名或者姓名的谐音易造成性别混淆、他人误解或
者伤及本人感情的；名字中含有冷僻字的；其他公
安机关认为可以变更的情形。第一百三十条规定
除因公安机关工作失误，造成居民户口薄、居民身
份证及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记载的姓名不一致的，
年满18周岁以上公民原则上不予办理姓名变更
登记。如不符合上述情形，年满18周岁以上的公
民原则上不予办理姓名变更登记。

当日，记者走进市场局高新分局看
到，相关工作人员正在为即将复工复产的
餐饮商户们办理相关手续，并要求其运用

“网络订餐、打包消费”的经营模式，有序
推进餐饮行业全面恢复正常经营秩序。

据了解，咸宁城区范围内有网络订
餐服务的餐饮店只要有员工健康证明，
就可以向辖区市场监管所提交申请，签
订《咸安区复工复市疫情防控告知承诺
书》、填写《咸安区市场主体复工复市登
记表》进行备案，就可以开门营业了。

同时，员工健康证明、承诺书等材料
要粘贴在经营场所显眼位置，方便主管
部门检查和消费者监督，行业主管部门
会对已复工的餐饮店进行检查，督促餐

饮店严格落实员工佩戴口罩、经营场所
消杀、场所保持通风等疫情防控措施。

“我们还要求申请复工的餐饮店全
面自查，清理因疫情突发积压的库存食
品、调料及生鲜食材，严禁使用过期变质
食品，并封存桌椅，设置好外卖配送专用
窗口。”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的工作
人员谢鲲说，同时做好每日的晨检、个人
防护和经营场所、个人的消毒工作和索
证索票工作。

开门营业，做好疫情防控是前提。
“我们都每天进行非常严格的消毒，每天
都要给员工监测体温。”书台街华莱士快
餐店工作人员说，每天，他们都会用84
消毒液对店里地面等进行消毒，保证大

家用餐安全方便。
“每天我们把员工的体温监测、餐厅

的消毒和食品安全都放在首位，所有菜品
实现专人专管。”咸安区永安府的负责人
介绍，店里还制作了现场备餐的视频，让
消费者在网络上就能看到选料和菜品制
作过程，让他们吃上“放心菜”。

“目前，中心城区每条街确保2到3
家餐饮复工开业，满足市民的消费需
求。”谢鲲介绍，该局推出了智慧监督系
统，远程全程监督餐饮店规范经营，同
时，该局执法人员每天都会执法巡查，并
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引导社会公众参与
监督，切实保障疫情期间广大市民“舌尖
上的安全”。

提交申请表
经营场所消杀即可开业3

包子、砂锅粥、粉面、各式早餐；煲仔
饭、烧烤、麻辣烫、各式炒菜……这几天，
记者在美团外卖点单时惊喜地发现，许
多餐馆都已重新“上线”，一下子挑花了
眼，这个也想品尝，那个也想回味，难以
决择。

随着单位和不少企业的复工复产，
如何吃饭成为了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
记者从咸安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获悉，截止目前，中心城区已有188家餐
饮店开门营业。以大中型餐饮公司和早
餐店为主，以外卖配送为主要方式向社
会提供餐饮服务。

“老板，帮我装5个花卷。”早上7点
半，书台街路口的一家早餐店门口，有两

名市民相隔1米左右排队买东西。
记者在现场看到，早餐店门口横放

着一张餐桌，市民只能在店铺外排队，不
能进入店内。店铺大门旁还挂着“疫情
期间只打包外卖”的温馨提示。

“之前，店铺没开门，天天在家煮面
条，都吃够了。”排队的市民魏女士说，现
在她把馒头、花卷买好放进冰箱，第二天
一早，家人起床蒸热就可以吃了，很方便。

位于书台街67号的王记牛杂馆也开
着门。老板告诉记者，门店复工大约1周
了，考虑到顾客不多，每天只营业到午饭
过后，全部采取打包、外卖的形式出售。

“你好，你的订单已经完成，请登记
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再测量一下体温。”

24日上午11点半，一名外卖骑手在温
泉路一家快餐店为顾客取餐。

该店负责人告诉记者，恢复营业以
来，每天的订单量在100单左右，每个订
单上都会粘贴食品安全封签，顾客可实
时追踪并选用无接触配送方式。

记者在咸宁大道中百仓储博仁店对
面的王子蛋糕店看到，店外设立了“外卖
取件处”窗口，自行前来购买的市民通过
手机扫描二维码之后，很快就取到了事
先从网上预订的蛋糕。在该蛋糕店后
厨，厨师们佩戴着口罩在各自工位上忙
碌着，一盒盒蛋糕经过鸡蛋打泡、低粉过
筛、入烤箱等程序出炉后，由外卖小哥配
送到顾客手中。

为何不能在餐馆里面就餐，而要采
取外卖的形式？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为减
少人员聚集，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咸安区
对辖区内所有已复工餐饮店作出禁止堂
食的规定。”咸安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市场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
中心城区餐饮行业分为两种，一种是网
络订餐，它属于《咸安区分级分类分时复
工复市工作责任清单》里的非限制行业，
目前正在有序放开；另一种是堂食类餐
饮，这类餐饮店容易造成大量人员聚集，
有较大风险，属于限制行业，目前还没有
放开。

25日，家住银泉大道的市民李先生

在美团外卖上点了一份卤肉饭。20分
钟后，外卖小哥将外卖送到了约定的地
点。让李先生既惊喜又意外的是，食物
打好包装后，封口处还贴上了“食安封
签”。

据了解，复工的餐饮店在进行外卖
配送时，市场局要求外卖配送推行“食安
封签”和“无接触配送”确保送餐安全。

无接触的配送和贴心的“食安封
签”，让李先生瞬间打消了对外卖食品是
否安全的担忧。

“食安封签”是防止餐品在配送过程
中二次污染，确保食品配送过程卫生安
全。“食安封签”采用特殊材料制作，由骑
手在取餐时封上，封签是一次性的，如果

撕毁，将留下永久性的痕迹。消费者可
凭此确认自己的餐品在配送过程中是否
原封不动，如果发现封签出现损坏，消费
者可以拒绝收餐，还可以致电外卖平台
投诉。如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
12315投诉举报。

疫情防控期间特别推出的“无接触
配送”，是指外卖配送人员在取餐和送餐
时与商家和消费者均不接触，仅将外卖
放置协商地点取送。

美团外卖小哥彦斌说，他们公司每
日都会做好配送人员和配送容器的消毒
防护措施，对骑手严格执行晨检制度，疫
情防控期间加大消毒频次，并做好相关
消毒记录。

减少人员聚集
降低疾病传播风险2

188家餐饮店开门
以外卖配送和无接触配送为主1

铺设人行道向住户收费
部门：以奖补方式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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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称，咸安官埠桥镇张公街
发展大道铺设人行道时，向路边住户收费。

该网民咨询，这项收费是否合理？铺设人行
道不是属于市政工程吗？为何会向路边住户收
费？

咸安区官埠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咸安
官埠桥镇于2019年11月18日开始启动政通路、
发展大道沿线人行道建设工程，并在沿线住户门
口张贴《张公集镇住户门前基础设施奖补办法》，
明确由镇城建服务中心委托专业设计单位对发展
大道、张公大道、政通路两侧绿化带改造、人行道
铺设及入户台阶样式进行统一设计、统一施工标
准，统一奖补政策。各户门前的市政基础设施可
由各户按设计方案自行施工，也可委托第三方组
织施工，施工完成后，由城建中心组织验收，对验
收合格的住户，采取一次性包干进行奖补，其中发
展大道沿线住户每个档奖补2300元，张公大道、
政通路住户沿线每个档奖补2100元，其余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由住户自筹。

个人如何申请缴纳公积金
部门：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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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今年30岁，离异带
着孩子一起生活，想申请缴纳公积金，以后在城区
贷款买房，想知道申请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该网
民可按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须知实
行。申请人需提供以下资料：咸宁市中心城区（市
直）户口；申请人满18周岁，未满55周岁；申请人
在咸宁市中心城区（市直）近期6个月以上的社会
养老保险缴费证明；近期6个月以上的工资收入
银行流水；本人及配偶的近期个人信用报告原件；
提供湖北银行卡、身份证、户口本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