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家住咸宁五洲新天地的居民李
女士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留言反映，小区
水费高达3.2元一吨，和很多其他小区比起
来高出不少。

为何这个小区水费偏高？对此，记者
进行了实地探访，并联系小区物业就相关
问题进行了了解。

李女士是五洲新天地小区的新住户，
她告诉记者，最近几个月小区水费都是3.2
元一吨，让她感觉有点高，“我之前住在温
泉第一街附近，都是按照2.45元一吨的水
费收取的，而且水务公司第一阶梯综合水
费就是2.45元一吨，相比之下，我们小区现
在的收费标准每吨高了0.9元。”

记者在五洲新天地小区走访了解到，
该小区每户居民都有水表，但并未直接在
联合水务立户，而是由物业安装的水表，小
区住户每个月都会把水费交给物业，物业
再根据小区总表计量情况向联合水务公司
交费。

而对于小区水费偏高的原因，一些居民
表示“物业公司多收了”“开发商多收了”。

据了解，目前我市实施阶梯水价制度，
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综合水费为每吨
2.45元(1-20吨以内);第二阶梯综合水费
为每吨3.25元(21-25吨以内);第三阶梯综
合水费为每吨3.95元(25吨以上)。

咸宁联合水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阶

梯水价实施范围为咸宁城区实施一户一表
抄表到户的用户，五洲新天地小区没有进
行水改，仍采用总表计量，所以不能按照居
民生活用水阶梯水费制度收费。

小区为什么没有进行水改？记者联系
五洲新天地小区物业进行了解。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很头疼，五洲新天
地小区的开发商在修建地下管网的时候，
并没有向相关部门报批，而且地下管网建
设费用高，也没有通过相关部门的验收。”
五洲新天地物业经理章经理告诉记者，因
为没有进行水改，所以联合水务公司一直
是根据小区总表计量收费，而且对他们小
区实行水费标准的是经营用水标准，也就

是3.25元一吨。
“对我们物业来说，也是加大了成本，我

们给每户居民都安装的分表，每个月我们还
要安排专人抄表，上门收水费。”章经理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市住建局相关负责
人，该负责人回复，针对李女士反映的问
题，市住建局开发科已经第一时间约谈了
五洲新天地开发商，责令开发商尽快进行
水改。同时，市住建局对五洲新天地项目
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锁定项目的可售房
源，二是停办该项目的相关业务。以此督
促该项目开发商加快水改进度，实施一户
一表改造，居民直接在联合水务立户，向联
合水务交费。

小区水费为何这么高？
物业：按照经营用水标准收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在我市，老旧小区在前期的开发建设
中，电动车集中充电设施设备十分缺乏。
经过我市旧改办协调，在2019年，中国铁
塔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参与老旧
小区改造，为咸宁城区老旧小区投资建设
低速电动车充电桩。

去年以来，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咸
宁分公司已经对咸宁城区12个基础设施
改造完成的老旧小区，进行小区充电桩的
建设，建成端口280个，可同时供280台电
动车充电，累计投资近50万元。

2020年，该公司计划再新建充电桩端
口2000个（包括新建小区），整体投资预
算近600万元。

随着共享充电桩建设不断深入，电动
车充电越来越规范的同时，充电桩在给予
方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采访中，一些居民表示，充电桩很贵，
1元钱只能充3个小时，比在家里自己充
电贵的多，希望价格能够再亲民些。

还有一些居民表示，既然这么多小区
都安装了这种智能充电桩，那么其安装费
用以及后期管理又有谁来承担呢？

“目前安装一个共享充电桩费用大概
2万元，一个小区的投入在5至8万元。”王
勇告诉记者，“由于前期投入大、利润小，
回报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十年才能收回成
本。虽然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是入不

敷出，但是铁塔公司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投入能源项目新基建，惠及民生，应该给
予支持。”

王勇坦言，对于充电桩的管理，目前
我市实行居民自治，充电桩的日常管理交
由物业进行管理。由于没有统一管理也
使充电桩使用率不高。加之，费用问题、
安装位置问题、后期维护问题，一些小区
尽管安装上了共享充电桩，公共楼道充电
的现象却依然存在。

推广电动车共享充电桩仍然任重道
远。“近几年，全市电动车充电桩建设快、
分布多，但使用率并不高。”业内人士分
析，主要原因还是充电桩企业“重建设、轻

运营”的现状严重，导致充电桩的运营管
理和服务跟不上。他提出，改变轻运营的
观念，统一结算方式，解决充电桩兼容性
难题，做好服务升级、做优用户体验；消
防、住建、社区、运营企业齐抓共管，正面
宣传，引导辖区居民自觉改变充电陋习。

新闻追问
问安全

3 共享充电桩后续怎么管理？

咸宁共享充电桩虽说安全便捷，但采
访中记者发现，市民对此的看法并不一
致。

咸安区新华园小区居民徐女士是赞
同派。“以前给电动车充电，需要自己找插
座，大家都是拉一条长长的电线连接到车
棚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如此。”她告诉记
者，共享充电桩不但安全，使用起来也十

分方便，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充电。她的
电动车一般充电8小时，能开50公里左
右，现在上下班骑电动车更加踏实了。

同样对共享充电桩赞不绝口的还有
住在咸安区飞宁小区的居民周先生。“我
的电动车有些年头了，耗电特别快，以前
都是从楼上往下拉线充电，不仅不方便，
还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小区有了充电桩，

即用即充，很方便。”
但也有一些居民并不喜欢使用共享充

电桩。飞宁小区的居民李先生表示，充电
桩离他住的楼比较远，在那里充电还要走
上一段路比较麻烦，所以还是喜欢在自己
家里充。而且李先生感觉，使用充电桩充
电比在自己家里充电要贵一些。至于火灾
隐患，他觉得只要稍加注意应该问题不大。

飞宁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也有些无奈。
“的确，现在一些居民已经从家里拉了电
线，他们不愿意再花钱去其他地方充电。”

“传统充电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我们
选择安装共享充电桩，既可解决私拉电线
充电的问题，保障居民安全，也可避免居
民将电动车推进楼道或者停进家中的‘重
担’。”飞宁小区物业负责人说。

2 为何要推广共享充电桩？

从家中空降电线到楼下给电动车充电；小区楼道里电动
车无序充电；为一个充电插头电动车乱停乱放……一直以来，
电动车充电都是“老大难”问题。

如今，咸宁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都建立了咸宁共享充电
桩，只要扫描二维码，花1元钱就可连续充电3至4个小时，有
效破解了电动车乱充电乱停放这一顽疾。

那么，这些集中安装咸宁共享充电桩的方式效果到底如
何？私拉电线等充电乱象是否有好转？充电桩建成后管理如
何？记者对此进行了实地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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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电动车充电安全“顽疾”怎么破？

共享充电桩化身安全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垃圾车污染小区谁来管
部门：正在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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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自己家住赤壁新
加坡小区，环卫公司的垃圾车随意进出小区，倾倒
污水垃圾，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洗垃圾车带菌的污水流淌在整个路面上，污
水、泥沙等，造成路面上一片湿漉漉。”该网民表示，
小区共有8栋每栋7层3个单元，每单元两户。环
卫公司的垃圾车把居民区当成了停车场，臭气熏
天。而且大型环卫车在小区交通要道上行使，严重
影响居民出行和交通通行安全，导致扬尘不说，还
有可能导致居民患呼吸道传染病，路也会被压坏，
令人担忧。

针对该网民的问题，赤壁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相
关工作人员回复，经查，该环卫总公司已批准同意
搬迁该分公司办公场地，现正在积极寻找新的办公
场所，预计6月底前完成搬迁任务。

在未搬迁前，为保持新加坡小区良好环境卫
生，负责人宋经理公开承诺，该公司作业车辆进小
区前必须清洗干净，清洗车辆的污水一律排放进污
水沉淀池，定期对沉淀物进行清淘、吸污转运，从而
减少异味产生，杜绝滋生蚊蝇。

菜贩占道经营扰民
部门：已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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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菜贩子每天凌晨三四
点在永安城北路宏鑫娱乐城门口卖菜，影响周边居
民休息，希望相关部门能管一管。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咸安区城管局相关工作
人员回复称，经调查，在早上5时许，永安城北路宏
鑫娱乐城门口确实存在菜贩占道经营的现象，对周
围居民的生活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咸安区城管局街道管理一中队执法人员前往
现场，与占道经营的菜贩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向其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他们立即按要求整改。在
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执法人员开展整治工作，对
占道经营商贩进行劝离，对不听劝阻的商贩相关物
品进行依法暂扣，整治效果明显。为确保整治效果
长效化，区城管局安排两名执法人员定点值守。目
前，该路段商贩占道经营现象大为好转。

在下一步工作中，咸安区城管局将继续加大管
理力度，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一一”咨询，
自己很喜欢吃菠萝，但有时会买到坏的，
想知道该如何选购？

【记者打听】近日，城区一超市工作
人员介绍，菠萝味道酸酸甜甜，深受大家
喜爱，但若是没挑对，果肉过生口感涩，
过熟酒精味重口感软踏踏，选购菠萝有
几个小技巧。

用手轻轻按压菠萝，以判断它的成
熟度。坚硬而无弹性的是带生采摘果，
所含糖分不足；挺实而微软的是成熟度

最适宜的，果肉也饱满；有凹陷的则为成
熟过度的菠萝；如果有汁液溢出则说明
已经变质，不能再吃了。

细闻菠萝的气味。熟得恰到好处的
菠萝，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熟过的
菠萝，则还没切开就能让人闻到浓重的
香味，最好不要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如何选购菠萝如何保存大米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

天气逐渐变热，家里的大米也开始有了小
虫子，想知道该如何保存大米，让其不受
潮不生虫。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城区粮油店工
作人员分享了保存大米的几种方法。

大蒜防虫法。准备一些大蒜剥皮，然
后准备一个干净的袋子。放一些大蒜在袋
子的底部，然后倒入干净大米，中间再放一
些大蒜。密封袋子，放在干燥，凉爽，通风的
地方，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大米潮湿与昆虫。

花椒防虫法。花椒之所以可以驱虫，
是因为它是一种自然抗氧化物，具有特殊
的香味。而米虫对气味非常敏感，对这种
特殊的气味更是避之唯恐不及。用几块纱布
分别包一些花椒粒，放入装米的容器里，放置
于上、中、下不同的位置，然后把容器盖严。

瓶装防虫法。把家中的塑料瓶收集
起来，用水冲洗干净，晾干。把袋装的大
米分别装入饮料瓶内，密封好，能保存很
长时间不生虫。除了大米，红豆、紫米、小
米等粮食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保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问民生

近日，记者走进咸安区冠苑小区发
现，道路上看不到一辆乱停放的电动车，整
个路面干净清爽。在小区左侧，写有“电动
车自助充电区”等指示牌，停车位内整齐有
序地停放着一排正在充电的电动车。

“物业刚进驻时，小区内居民私拉乱接
电线给电动车充电时有发生，是物业管理
中的老大难问题。”小区物业负责人说，考
虑到消防安全责任重大，去年，物业联合中
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在每

个停放电动车的车位点都安装咸宁共享充
电桩，现在该小区共有充电桩12个。

记者在咸安区宏宇小区也见到这样
的充电装置，设备安装在地面的停车棚
内，两辆电动车正在充着电。

小区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所以要
安装这样的设备，是因为小区里电动车
多，电动车充电压力大。不少业主为了图
方便，把电动车停在楼道里进行充电，但
这样消防安全隐患很大。

“前几年进行过集中整治，但效果并
不好。”该负责人介绍，目前宏宇小区已安
装充电桩2个，增设充电位20个。

建设电动车智能充电桩，主要目的是
为了减少火灾隐患。根据市消防部门的调
研数据显示，95%以上的电动车起火，都是
发生在充电环节。不少火灾是因为电气线
路短路、超负荷、插接件接触电阻过大、元
器件高温以及电瓶过夜充电所引发，所以
要降低电动车火患，提高电动车安全系数，

就必须严管电动车违规充电行为。
究竟咸宁共享充电桩有哪些好处？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副
总经理王勇给出了答案：在充电的过程
中，咸宁共享充电桩系统会实时监控充电
运行状态，当充电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或
者有漏电的情况，系统会立刻切断充电口
电源并将风险上报系统；当充满电时，系
统也会自动断电结束充电，以防电池过充
引发过热，从而避免火灾发生。

1 共享充电桩带来了什么？

生育保险如何报销
部门：已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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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职工社保，但老婆
没有，想知道生育保险报销条件是什么，怎么报销？

对此，市医疗保障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表示，
根据《咸宁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咸政规
[2017]2号）第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已缴纳生育保险
费的，参保职工未就业的配偶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
待遇，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金中支付。

生育医疗费用。年最高支付限额：流产300
元，顺产3000元，剖腹产5000元。计划生育医疗
费用。包括因计划生育实施放置（取出）宫内节育
器、皮下埋植（取出）术、绝育及复通手术所发生的
医疗费用及妇检费用，年最高支付限额为500元。
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男职工，其配偶符合国家
政策生育的，在享受护理假期间可享受护理假津贴，
标准按其配偶生育的上一个月用人单位平均日工资
计发。参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前，需在经办机
构服务窗口先签署承诺书，办理开机手续，再凭男职
工社保卡直接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刷卡结算。

智慧停车收费标准是什么
部门：已解答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
论坛上发帖咨询，咸宁道路临时停车收费标准是什
么，具体哪些路段收费。

咸宁停车投相关负责人回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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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区域，不同区域实
行不同收费标准。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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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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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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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大道至咸宁大道）--
咸宁市淦河大道（咸宁大道至新二号桥）范围内的
停放服务收费区域。

一类收费区域：收费实行累进计时收费，停车1
小时内免收停车费，超过1小时至2小时收费5元，
2小时后，收费标准为每泊位每小时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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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类收费区域：收费实行累进计时收费，停车1
小时内免收停车费，超过1小时至2小时收费3元，
2小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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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类区域均免费停车1小时，20：00后免费
停放至次日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