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来水水质硬度高
部门：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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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居住在咸安区马柏
大道肖桥集贸市场旁，家中自来水水质硬度高，烧
水壶里有很多水垢，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解决水
质问题。

对此，市住建局排水处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
该网民所在楼栋是咸宁市南川源水业有限责任公
司供水。南川源公司的原水取自淦河，从2016年
7月王英水库引水工程试通水后，咸宁联合水务
有限公司和南川源两家企业的供水主管网就进行
了互联互通，也是从当年7月开始，南川源公司供
应给温泉城区的水是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王英
水库的转供水。由于王英水库和淦河水受咸宁地
区喀斯特地质地貌影响，水中含有较多的碳酸氢
盐，这些水的硬度主要是以碳酸盐形式存在（即为
暂时硬度），在水烧开后，水中的碳酸氢钙和碳酸
氢镁就转化为碳酸钙和碳酸镁，由于碳酸钙和碳
酸镁难溶于水，因此会出现白色漂浮物和白色沉
淀，形成“水垢”。

近年来，通过供水企业自检、武汉监测站和市
卫生主管部门对水质监测结果看，王英水库、淦河
水总硬度均在200mg/L之下，属于偏软的中性
水，我市城区饮用水总硬度符合国家标准，用户可
放心饮用。

网友建议：

分时段收费并纳入
个人征信数据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整理

网友“寂静雪”说，停车位占用率多少是一
个时间性的问题，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停车位占
用率，所以建议分时段收费。对于“僵尸车”，
在智能化管理模式下，可以实施超时禁停，对
禁而不止、非停不可的以及逃避缴费的，纳入
个人征信数据。

网友“一一”说，市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
公共资源收费之后钱去哪了。通过公共资源
收费，收费的钱去了哪里，如何使用必须公开
透明，只有公开透明，才能让市民相信设立的
收费价格比较合理。

网友“沫沫沫”说，路边收费停车位具有
一定的公益性。设立收费停车位的目的，首
先为了方便老百姓停车，其次是为便于城市
管理，而关键的一点，这是老百姓共有的资
源，必须更多地考虑老百姓的利益。

网友“风吹的树”建议，在价格的设置上，
收费可以借鉴具有阶梯性的电费、水费，对收
费标准进一步细化，设置递进式的收费方式，
停得时间越短、付的钱越少。高峰期、非高峰
期的阶梯收费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网友“子非鱼”说，之前温泉城区实行停车
收费的时候，就有车主们为了逃避停车费，纷
纷将车子停在人行横道上的现象。如此一来，
反而起了反作用，不仅没有规范停车，反而让
违停更加严重了。希望道路停车收费实施后，
相关部门应加强车位外的执法，不让贪小便宜
的车主有机可乘。

网友“麦子”：智慧停车是一个新事物，以
前在北京居住的时候就碰到过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收费。希望管理部门能在推广期加强
宣传、告知，设置更多提示信息，例如多设置
一些收费提示，让大家知晓并接受。

网友“蓝精灵”说，我希望在设置停车位
时对商业区和居民住宅区特别是没有地下停
车库的老旧小区周边路段区别对待。若是商
业区，为了盘活停车资源，的确需要“短停快
走”的临时停车位。但若是在老旧小区周边，
由于车位明显不足，居民不得不在小区周边
道路停车。希望对老旧小区周边道路的停车
位设置更灵活的收费标准，比如在周末时设
置每日收费上限等等。

网友“理想者”说，希望进一步在全市各
个区域推广这套“智慧停车”收费系统，并通
过灵活运用，来解决困扰城市管理部门已久
的僵尸车、二手车占道等更多难题。“智慧停
车”，不仅在马路上设置，也可在开放式停车的
人行道上、公园中、广场中设置。如此一来，既
能满足市民免费停车的需求，也能有效遏制僵
尸车、二手车长时间占用公共资源。毕竟，每
天挪一次车，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新闻追问
问民生

为什么要实施停车收费？停车超过1小时至2小时

之内收费6元是否太多?一天最高收费25元是否太高?

《咸宁市停车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咸宁

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收费拟定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方案》）公布以来，引发网友热议。近日，记者来到

相关部门单位，就热议焦点进行采访。

【网友疑问】
网友“龙城”：之前城区道路停车实

施收费，后来取消了。现在为什么又重
新收费？

网友“小卓超超”：道路是公共资源，
为什么临时停车还要收费？

【部门回声】
“道路是为了通行，不希望城市道路

成为停车场。”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解释
称，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我市城区内机动车辆数量快速增加，
目前已经达到了18万辆，而且这个数字
每年都以30%的速度递增。

但是，由于城市基础设施还相对薄
弱，使得城市“停车难”问题逐步暴露出
来。城区通车里程已经达到饱和状态。
每天上、下班高峰期和节假日，交通拥
堵、乱停乱靠现象非常普遍，给市民出行
带来极大不便，也严重影响城市形象。
2010年，我市首次实行机动车停车收费
管理，对机动车的停放起到一个很好管
理作用，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

自2015年10月1日起，湖北省政府
取消了收费性质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城
市道路停车收费。随着道路停车收费的
取消，我市停车乱、停车难、行车难的问
题又日益凸显。一是原本停放在专业停

车场和小区的车辆开始占用道路停车资
源;二是许多“僵尸车”长期占用道路停
车泊位;三是衍生出许多乱收费的所谓
私人停车场。以上问题致使真正有临时
停车需求的人员无处停车。为解决停车
供需矛盾，加强停车管理，市政府出台
《办法》对停车行为进行规范。

“城市道路属于公共资源,是任何一
位市民都有权享受和利用，但并不意味
着市民在道路停车就一定免费。”市城管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办法》的出台，对加
强城市停车服务管理工作，建立科学合
理的管理机制，改善道路交通状况、解决
市民停车难的问题起着积极的作用。

为什么临时停车要收费？

杜绝车辆占用公共停车位

【网友疑问】
网友“向日葵”：道路临时停车收费，

有没有一个标准？
网友“一条小鱼”：我市收费标准有

没有参照周边城市？

【部门回声】
2010年5月，我市首次实行机动车

停车收费管理。当时的停车收费原则是
对临时停在停车场（位）的车辆按车次收
费。收费标准分别为摩托车每次1元，小
车3元。

此收费标准是基于10年前的物价

水平和当时社会经济条件而制定，收费
时段设置，收费模式等已难以解决目前
停车位供求矛盾。

市发改委副主任尹志宏介绍，道路
临时停车收费标准的原则是以优化城市
交通环境、确保道路畅通、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助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为前提，在充分兼顾经营管理成本，
市民承受能力并参照周边城市收费标准
等各方面因素基础上拟定。

尹志宏说，市发改委会在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机动车在城区道
路临时停车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咸宁城发停车场投资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曾杰介绍说，为缓解停
车难问题，2016年4月18日武汉市率先
颁布了《武汉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
理办法》，宜昌、襄阳、黄石等地也纷纷出
台了停车管理办法，改善城市停车环境，
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我市的《办法》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参照西安市、沈阳市、武汉市、合肥市停
车场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
结合本市实际，在对现有的停车场收费
时限、收费标准等进行细化基础上，综合
考虑拟定新的收费方案。

收费标准如何制定？

以确保道路畅通为原则

【网友疑问】
网友“飞羽”：停车超过1小时至2小

时之内收费6元是否太多？
网友“椰子叶”：一天最高收费25元

是否太高？

【部门回声】
《方案》指出，根据城区各道路路网

结构和密集程度，将现行规划建设的7条
城区道路停车泊位区域划分为二类区
域，不同区域实行不同收费标准。

一类区域：咸宁市银泉大道（永安大
道至温泉路）—咸宁市金桂路凯翔康城

路段（凯翔康城小区门前左右两侧）—咸
宁市桂花北路（文笔大道至火车站）范围
内的停放服务收费区域。停车超过1小
时至2小时之内收费6元，自第三小时
起，收费标准为每泊位每小时4元，不足
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每天累计计时
最高收费不超过25元。大型车停车按
实际占用泊位数计时收费。

二类区域：咸宁市咸宁大道（双鹤桥
至贺胜路）—咸宁市长安大道（鱼水路至
咸宁大道）—咸宁市淦河大道（咸宁大道
至新二号桥）—咸宁市潜山路（淦河大道
电力公司至淦河大道外贸大院）范围内

的停放服务收费区域。停车超过1小时
至2小时之内收费4元，自第三小时起，
收费标准为每泊位每小时2元，不足1小
时的，按1小时计算；每天累计计时最高
收费不超过16元。大型车停车按实际
占用泊位数计时收费。

同时，一、二类区域均免费停车1小
时，收费时限均为：7: 00至21：00。

曾杰说，该拟定的标准，是鼓励和
引导车辆停放在路外停车场，减少道路
停车，改善交通环境，保障城区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及“快进快出、用者付费”的
原则。

收费标准为什么这么高？

达到“快进快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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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如何选购橙子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一一”咨询，

买了喜欢吃的橙子，但发现有几个不是缺
少水分，就是酸而不甜。想知道该如何选
购橙子？

【记者打听】近日，城区一超市工作人
员表示，橙子是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营
养丰富味道也很好，选购橙子有几种小技
巧。

看形状。橙子形状有圆形的，也有椭
圆形的，一般来说椭圆形的橙子味道更加
香甜，品质更加好。

看颜色。成熟的橙子大多是橙黄色，
黄色中带有一些红色，这样的橙子成熟度
更高些，也更甜。如果喜欢吃酸一点的橙
子，可以挑颜色稍微浅一点的。

掂重量。用手掂量一下橙子的重量，
同等大小重的说明含有的水分比较充足，

轻飘飘的不要选。
捏橙皮。用手指轻压果皮，弹性好，

说明皮层较薄，果心大，果肉饱满。弹性
差，说明皮层厚、果心小、果肉不饱满。

闻气味。橙子有种特别的香味。买
橙子的时候，拿起闻一闻，气味清香的是
好橙子。反之则是时间太长了，或是腐烂
了的橙子。

看果脐。果脐大或者突出的口感较
差，水分也比较少，果脐小的橙子口感好、
水分多，所以买橙子时要选果脐眼小的。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如何安全收快递
【网民咨询】疫情期间，网上购物成

为很多人获取生活物资的首选方式，但
也引发了一些担忧。近日，网民“薄荷”
咨询，取快递时，如何避免细菌污染
呢？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区南大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肖先生，分享了
几点安全收取快递的小技巧。

在投递快递的过程中，快递员主要
采用智能快递箱投递、定点投递和预约
投递三种方式。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
人员接触，保障用户和快递人员的健康
安全，目前的防控措施主要是倡导无接
触配送，减少人员接触的频次，以降低
感染病毒的潜在风险。

如果居民所在的小区设有智能快
递箱，可以与快递人员协商好，将快递

包裹投放至智能快递箱中，对于没有智
能快递箱的小区，则建议采用预约投递
或定点投递的方式。

居民在收寄快递时，应尽量避免去
人多的快递网点；接到快递小哥电话并
商量好取件方式后，应尽快取走快递；
取件时全程注意佩戴好口罩和手套。

居民拆开快递包裹取出商品后，应
立即用消毒洗手液洗手；快递包裹的外
包装应尽量避免带入家中，应按照生活
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收发快递完毕，及时在流动水下用
洗手液或香皂清洗双手，手部没有可见
污染时也可涂抹速干手消毒液或75%
医用酒精消毒双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三问机动车道路临时停车收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电动车如何办证

部门：已答复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城区网民

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自己想买电动
汽车，但不清楚具体的办证事宜，希望相关部门能
帮忙答疑。

该网民表示，自己是残疾人，想买一台电动汽
车（低速），平时出门上下班用。不清楚如何办理
驾照和牌照。

针对该网民的疑惑，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
回复，该网民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按照《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申领报考驾驶资格证，取得了
驾驶资格后，可选择购买相应车型的机动车。关
于“低速电动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中没有此类车型的规定。现在市场上和道
路上行驶的所谓低速电动车大多数为不符合国家
规定，未进入国家机动车产品目录的不合规的机
动车，无法按国家规定取得机动车登记和上牌。

我市目前已经启动了三、四轮电动车整治行
动，对于已经取得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低速电动
车，最多只可能给予一定的过渡期（2-3年），进行
临时牌证管理，逐步规范、淘汰。因此，建议该网
民不要购买无法取得合法登记的机动车辆。

绿化带树木遮挡视线
部门：正在修剪抬枝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论坛上发帖反映，书台街与咸宁大道十字路口的
绿化隔离带上，有两棵红树长得很茂盛，阻挡了驾
驶员和行人的视线，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该网民说，该路口附近有很多小区，住了不少
老年人，这两棵灌木栽在马路两边的绿化隔离带
上，紧挨着斑马线，挡住了行人的视线，老人过马
路时根本看不到道路上驶来的机动车。现在树还
越长越大了。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该网民反映的绿化带树
木高1米多，树枝桠散开约两米宽。有一位和红
树木差不多高的老人试图过马路，可刚走出几步
就有汽车开过来。老人说：“我在这里过马路有几
次差点出事，来往车辆的驾驶员和行人互相看不
到，导致这一带经常发生车祸。”

随后，记者向市园林局反映了这一情况，他们
表示将马上安排人员到现场查看，并对遮挡视线
树木进行修剪抬枝。

县市区公积金能否城区买房
部门：在缴存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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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市外异地的都可
以在市城区内用公积金买房贷款了，想知道县市
区缴纳公积金的何时能解封？

对此，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复
称，根据 2019 年 12月 19日《关于暂停受理县
（市、区）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的公告》及
2018年5月23日《咸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专题会议纪要》明确“个贷率超过75%的住房公
积金管理机构启动预警机制”，市中心研究决定，
暂停受理县（市、区）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到市本
级申请的购房贷款业务。

为了减轻疫情对我市房地产业的影响，支持
房地产业恢复发展动力。市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恢
复已暂停的咸宁市行政区域外异地公积金缴存职
工贷款业务。异地缴存职工本人（户籍在中心城
区的）在中心城区购买一手普通商品自住住房，凭
缴存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开具的《异地贷款职工住
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可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申请公积金个人贷款。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县市缴存职工到市中
心城区购房贷款问题的衔接办法>的通知》精神，
县市区居民可以在市中心城区购房，在缴存地住
房公积金中心申请购房贷款即可，具体流程请联
系居住地的缴存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