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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雨量创纪录
为何内涝不再严重？
为何内涝不再严重
？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老年人免费乘车卡如何办
部门：
凭证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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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母亲已满 65 岁，户口在咸安区马
桥镇吕铺村 11 组，身份证是咸宁市的，想办理老年人免
费乘车卡主要是为接送小孩上下学坐公交用。办理需要
哪些资料，到哪里办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予答复。
针对网民咨询的问题，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
回复称，目前年满 65 周岁咸宁市区居住的老年人凭湖北
省老年人优待证可以到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的枫丹公
交公司窗口办理老年人免费乘车卡。农村户口在市区常
住，是可以办理，但是必须去常住地方所管辖社区开具常
住证明，
才可以办理。

马映 敖琼

暴雨肆虐，洪水如魔。今年入梅以来，我市遭遇多轮强降雨
袭击，国家气象观测站咸宁站从 1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 8 时累计雨量
为 1536.5 毫米，居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第一位。雨量历史最大，
然而，老百姓却说，温泉城区没往年那么危险了，少部分地方有积
水也没往年严重了。原因何在？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毕业生如何办理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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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提升排涝工程

“要是搁在往年，这么大的雨，房子
线综合治理的投资在 20 亿元以上。中央
又要泡上一周了。”说这话的是咸安区温
补助 6 亿元，有 3.6 亿元用于浮山河、滨湖
泉办事处白茶社区石棚余巷居民许媛。
港、北洪港等五大黑臭水体整治工程。
4 年前的一场大暴雨让她家周围“水漫金
“我们在淦河沿线排查出了 140 个排
山”
，现在都心有余悸。
污口，然后逐步溯流而上，累计撬开了
2011 年、2016 年暴雨带来的水灾，
3000 多个井盖。
‘ 病灶’全弄清了，就好
成为中心城区居民的一个隐痛：城区长 ‘手术’了。”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久积水，
群众损失惨重。
改造后的城区排水能力大大提升，雨水
痛定思痛，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决定
来了就能立马排入河流。
不惜一切代价，加大城区排涝工程和排
利用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我市完成
水管网建设。近年来，上争项目，下筹资
了横沟河、北洪港 、汀泗河、柏墩河、双溪
金，累计投入 20 多亿元，完成中心城区各
河、淦河上游的河道清淤疏浚，岸坡整
类水利工程 3000 多处，防洪和生态蓄水
治，堤防加固。
能力大大提高。
同时将向阳湖上下泵站、滨湖泵站、
2018 年，咸宁成为全国首批 20 个黑
西湖泵站老旧设备更换一新；加固加高
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之一，把淦河流域
淦河中下游堤防，拓宽改造严重阻洪的
37.71 公里的黑臭水体纳入治理范围，全
滨湖港桥、云顶寺桥、河背老三九桥，形

成了西湖圩垸、滨湖圩垸、向阳湖圩垸淦
河下游防洪保护圈。
2019 年，咸宁大道启动排水箱涵改
造工程，新建 380 米排水箱涵，并对原有
箱涵堵点进行改造，解决排水卡口问题，
进一步提高了城区排涝能力。
今年，市城市防洪排涝指挥部提早
谋划，发布《咸宁市城市防洪排涝工作实
施方案》，对中心城区易涝点进行地毯式
排查，排查出市政道路易涝点 80 处、物业
小区积水点 19 处。
市城市 防 洪 排 涝 指 挥 部 将 排 查 出
的易涝点编制成内涝灾害风险图，以每
个排水出口为单元划分排水区域，定制
易涝点整治方案。并对城市排水管网
进行改建和修复，提升排水管网排水能
力。

▲ 科学调度错峰泄洪

部门：
户籍地办理
同时，对中心城区城市防洪排涝情
况进行不间断巡查，及时巡查掌握各易
涝点动态变化情况，对易涝点信息进行
动 态 调 整 ，确 保 防 汛 调 度 方 案 合 理 高
效。
截至目前，已对中心城区重点路段
雨水篦、落水仓污水箱涵进行了全面排
查，共排查雨水篦、落水仓约 1700 多个，
其中清理淤堵 220 余个，恢复冲翻窨井盖
40 余个，恢复松脱窨井防坠网 32 个。
“2011 年和 2016 年，1+8 时代广场
曾两次被淹；今年雨大，但水利工程修建
到位了，政府排涝工作做到位了，就没有
那么担忧。”13 日，咸安区 1+8 时代广场
小区居民艾清说。
因排涝设施行洪得力，中心城区积
水在雨停后数小时就消退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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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多轮强降雨，市防汛抗旱指挥
水情雨情汛情的基础上，对南川水库提
部未雨绸缪，科学调度，演绎了空间换时
出了“雨前预泄、雨中不泄或少泄”的科
间的完美乐章。
学预案。
南川水库，被咸宁人形容为“顶在头
7 月 4 日，气象预报，一场大暴雨即
顶上的一盆水！”水库泄洪加上特大暴雨
将来临。这意味着，南川水库和淦河水
双重夹击，意味着咸宁城区将呈现一片
位都将迅速上涨，一边要保护水库安全，
汪洋。因此，暴雨期南川水库泄不泄洪
必须加大泄流量来控制水位，一边要控
是咸宁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
制淦河水位，保护淦河周边百姓安全，水
“南川水库是淦河防汛重要的一环，
库必须关闸。
放不放水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决定的。”13
泄不泄洪？何时泄洪？如何泄洪？
日，记者在咸安区桂花镇南山水库见到
这些难题摆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面前，
了前来指导防汛的市水利和湖泊局总工 “我们通宵达旦开会，问题不解决，哪里
程师方勇生。他告诉记者，今年，市防汛
睡得着觉。
”
方勇生说。
抗旱指挥部加密汛情会商，在提前研判
经过科学判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市城市防洪排涝指挥部将市城区划
分为温泉、浮山、永安、高新区、梓山湖五
个片区，
实行分片包保负责制。
强降雨期间，市住建局组织 200 余名
应急值守人员全部下沉至中心城区 99 处
易涝积水点，加强警戒值守，及时开展应
急救援；
市城管执法委组织 100 名工人开
井盖，100 名应急队伍抢险，100 名环卫
工人雨后清扫，构建责任明晰、运转有序
的城市防洪排涝应急指挥体系。
7 月 5 日晚的特大暴雨，咸宁大道我
的港湾酒店路段积水超过 1 米，市政管理
处副处长钱利明第一个赶到现场打开雨
水箅、窨井盖，打着赤脚在积水区域拉起

决定南川水库在雨前以 60 个流量泄洪，
雨一下就关掉闸门，雨停后再开闸泄洪，
确保不增加淦河压力。
7 月 12 日，又一轮强降雨过程。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水利工程师们经过精心
测算，最后得出结论：南川水库库容能容
纳 14 日的降雨量，且不会给下游带来压
力。于是，市防指依据科学测算结论决
定：
13 日上午 9 时，南川水库关闸错峰。
……
暴雨期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
研判形势，密集下达调度命令，对南川水
库进行了 20 多次调度。通过拦洪错峰，
淦
河的防汛压力得到有效缓解。大水压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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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片包保防洪排涝

警戒线，徒手捞垃圾。直至凌晨两点多
积水消退后，他才拖着浑身泥水的疲惫
身躯回家。
“ 我是防汛抢险队长，我不带
头谁带头!”
钱利明说。
7月6日晚，
长安大道武商量贩至原省
煤机路段有部分排水箱涵塌陷，
导致积水
无法及时涌入淦河，
市住建局立即组织机
械进场对排水箱涵进行抢修疏通，经过 3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将路段积水基本清除。
7 月 7 日下午 2 时许，雨势再度增大，
咸安区贺胜路与青年路路口，一个井盖
不停旋转抖动，随时可能被水流冲起，十
分危险。这时，一个穿着荧光黄雨衣的
人过来了，他用支架挡住井盖，拉上警戒

线，站在一旁看守。他叫吴军，是市城管
执法委市政管理处市政维护科副科长。
吴军这一站就是 4 个小时，直到傍晚 6 时
许积水消退，他撤掉围挡、盖好井盖，才
离开。此时的他早已浑身湿透。
7 月 8 日，凌晨 5 时许，咸宁大道鄂高
段因管道排水不足，低洼路段积水严重，
垃圾漂浮。市住建局浮山片巡查员黄胜
强第一时间联系城管、消防、交警部门赶
到现场，通力协作，及时打捞路面漂浮
物，疏导来往车辆及行人。经过两个小
时的连续奋战，咸宁大道鄂高段积水于
上午 7 点消退，路面恢复正常通行。
像钱利明、吴军、黄胜强这样坚守在

能带来的忙乱，
就这样悄然化为无形。
“事实证明，南川水库的科学调度，
用空间换时间，提前腾出库容，为城区排
涝预留空间，赢得时间，以错峰保安全。”
方勇生说，在淦河水位最高的时候，由于
南川水库留了足够的蓄水空间，坚持没
有下泄一滴水，保证了淦河水位的平稳，
也稳住了民心。
为了给防汛科学研判提供平台支撑，
近年来，
我市投入上千万元，
建起山洪灾害
监测平台、水雨情监测平台和水利工程动
态监管系统，
形成对555座水库、
河流薄弱
地段、山洪灾害易发险点的实时全覆盖
监控。

四五辆三轮摩托车一字排开，热干
面、包子、炒粉、煎饼……这已成为咸宁高
新区每天早上的一道景观。近日，有网民
在咸宁论坛上发帖反映，高新区泉都大道
甘鲁村路边卖盒饭没有食品卫生许可证，
没有从业人员健康证，并且卖无牌饮料，
导致人拉肚子，生病。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管一管。
流动摊贩：无证出摊成常态
16 日早上，记者来到咸宁高新区书台
街附近，询问了几家路边早点摆摊经营
者，大多数都不知道办健康证这回事。这
些摊主都身穿便装，没戴口罩和手套，也
没系围裙，往往是一边收钱，一边下面。
早上 7 点左右，是他们生意最好的时候。
“健康证？我们连营业执照都没有，
在
这里已经卖了两三年了。
”
一家卖包子的摊
主说，
“没人让我们办，我们也不知道去哪
儿办，
不用烂菜坏肉，
保证吃了没问题。
”
记者了解到，他们多数为无证摊点。
“现在不好找工作才搞这个，而且政府还
鼓励我们摆摊，也没有要求我们办证啊。”
一位男子对记者说。
“我又没有传染病，办

健康证干什么？”另一位摊主听见记者这
么问，
不高兴地说。
采访中，记者得知，从事餐饮流动摊
贩这一行当的，主要为下岗职工和外来务
工人员。从事流动餐饮主要是想积累些
资金，成本少，盈利快，很多人竟不知道去
哪儿办证。

易涝点的防汛抢险人员还有很多，这已
成为他们入汛以来的工作常态。
眼睛熬红了，可精神气还在；渴了，
喝瓶矿泉水接着干；饿了，方便面来充
饥。党员干部们泥巴裹腿、雨水湿衣是
常事，
他们用汗水扛起责任和担当。

问民生
新闻追问

市民：填饱肚子忽视卫生
记者注意到，虽然街面尘土飞扬，但
是小摊点生意依旧红火。在前来买早点
的人中，有附近企业的员工，也有附近一
些工地的农民工，还有过路的出租车司
机。
外来务工的小杨，在咸宁高新区一家
建筑工地做工，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工地门
口的流动摊上过早。他说：
“ 这里便宜实
惠，
吃了不拉肚子就行了，
别的真没想过。
”
出租车司机任师傅每天早上都要在
路边过早。
“干的就是走街串巷的活，还得
养活一家三口，能省就省吧。”他说，
“坐在
路上、用一次性筷子一扒拉，吃完开车就
走，也方便。
”
“夏天食物暴露在外常常招来苍蝇，

部门：
流动餐饮上街须带“健康证”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依照法律
规定，
“公共场所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
持有‘健康合格证’方能从事本职工作。
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期肺结
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
碍公共卫生的疾病的，治愈前不得从事直

部门：
8 月 30 前完成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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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房产证一直迟迟没有办理。
该网民表示，他是书台路书香门第的住户，购房已经
四年多了，现在办理不了房产证。不仅一辈子的积蓄花
在了房子上面，没有房产证也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极大
的困扰。找相关部门协商也协商不出结果，就想知道房
子到底怎么了，
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的说法。
对此，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针对该网民反
映的问题，住建局开发科第一时间约谈了开发商。经调
查，书香门第项目水、电、气和配套工程已完成，规划已验
收，现正在办理人防工程验收手续，人防验收完成后，开
发商将办理竣工备案工作。开发商承诺 2020 年 8 月 30
日前为该网民办理房产证。关于开发商延期办证问题，
建议市民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自己刚买了电动
车，想知道怎样才能选到最合适的头盔，又有哪些注意事
项？
【记者打听】近日，
记者从市交警部门了解到，
市民在自
行选购头盔时，要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公安部交管局在
2019 年 9 月 10 日发布的《知识帖：
正确使用安全头盔有多
重要》中曾明确表示，
摩托车乘员头盔的质量需符合国家标
准及3C认证。3C认证全称为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标
志一般贴在产品表面，
或通过模压压在产品上，
仔细看会发
现多个椭圆的
“CCC”
暗记。每个 3C 标志后面都有一个随
机码，
每个随机码都有对应的厂家及产品。
此外，
民警还建议，
不要贪便宜购买低价头盔，
劣质头
盔非但不能起到对头部应有的保护作用，
甚至还会因碰撞
引起部件碎裂，
从而造成二次伤害。
在购买时，
还可以通过查看、
挤压、
敲击的方式筛选头
盔。选择好合适的尺码后，
还要记得调整好调节器、
正确固
定位置后再骑车上路。此外，
安全帽不能代替头盔使用，
因
为前面没有挡风罩，
后面没有后脑勺防护措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
理）

空调如何用更省电?

魏明

冬天老板站在街边，就着风口买卖，手上
嘴上什么也不戴，有时候我也担心，会不
会有传染病，但吃到嘴巴就不想了。”市民
李先生说。
他们买完早点后有的带走，有的就直
接坐在马路牙子上或者花坛边开吃，还有
的干脆站在人行道上当街而食。随后就
把一次性碗、筷子等随意抛弃在路边。
据环卫工人介绍，马路上吃完早点丢
弃的碗筷每天都有，环卫人员一天要清理
好几次，往往是刚把别人丢在地上的垃圾
拾走，便又有人把刚吃完的碗筷丢弃在地
上。所以，现在环卫工人只有当这些三轮
摩托车开走后，才能彻底把垃圾清理干
净，无形中增加了环卫工人的劳动量，也
污染了这一带的环境。

开发商延期办证

如何选购头盔？

流动餐饮，卫生谁来保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崇阳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大学刚毕业，不知道毕业
生如何办理报到及学籍接收，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答疑。
该网民表示，自己的毕业生报到证学籍接收地址是
咸宁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办公室接收，但是自己的原籍
地址在咸宁市崇阳县。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应该去崇阳
县报到，
还是必须去咸宁市人才市场报到。
针对该网民的问题，崇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该局工作人员接到诉求后，经电话沟
通并告知当事人，
“就业报到证”是毕业生到单位报到的
证明，是毕业生参加工作时间的初始记载和凭证。毕业
生户籍是崇阳县，学籍档案会派遣返回户籍所在地，毕业
生报到手续可以等到档案到了之后，在崇阳县办理即可。

接为顾客服务的工作”。
“办理健康证很简单，可以在市、区级
的疾控中心办证。需要本人在微信公众
号健康咸宁上预约，携带身份证和健康绿
码去现场体检，体检合格后，3 至 5 个工作
日后就可以取走证件。”该负责人说，健康
证由疾控中心颁发，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监督。
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取
得健康证是上岗的前提，没有健康证上
岗，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发现流动摊
点经营者无证上岗，可根据《食品卫生法》
第八章第四十七条，对此处以五千元以下
的罚款。该局相关负责人说：
“ 行政处罚
有对应的流程，需要立案、报批等程序，不
能当场进行，执法时碰到下发处罚通知，
之后找不到当事人的事儿很常见。
”

康
健
问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九九”咨询，每到夏季，电费
飙升，
空调如何用更省电？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一家电城工作人员介绍了空
调省电的几个小方法。
设定适当温度。制冷时，不要设置过低温度，一般设
定在 26-27℃，空调冷负荷可减少 8%以上。人在睡眠
时，代谢量减少，可将空调设于睡眠开关档，设置温度高
2 度，
可节电。
清洗过滤网。太多的灰尘会塞住网孔，使空调加倍
费力。
改进房间的维护结构。对一些房间的门窗结构较
差、缝隙较大的，可做一些应急性改善。
避免阳光直射。在夏季，
遮住日光的直射，可节电。
开空调时关闭门窗。空调房间不要频频开门，以减
少热空气渗入；少开新风门，当室内无异味时可以不开新
风门。
出风口调节高度适中。制热时导风板向下，制冷时
导风板水平，效果较好。
合理安装空调配管。空调的配管短且不弯曲，制冷
效果好且不费电。
出风口保持顺畅。不要堆放大件家具阻挡散热，增
加无谓耗电。
提前关空调。离家前十分钟即关冷气，可以节省电
能。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