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月，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市司法局联合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依法厘清社区职责提升
为民服务效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取消社区
证明事项37项，取消工作任务摊派8项，进一步为社区减
负增效。

社区为何要减负？怎么减负？如何增效？记者进行
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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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儿童安全座椅怎么选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自家购置了新

车，想知道儿童安全座椅该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标准？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汽车用品专营店工作人员分

享了选购儿童安全座椅的几个注意事项。
选择安全座椅，首先要看孩子的年龄体重。不同年

龄体重的儿童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安全座椅,需要严格
遵守的是安全座椅的重量上限,根据儿童的体重选择儿
童座椅的安装方向。

其次要看汽车固定方式。儿童座椅的接口方式分为
ISOFIX接口和LATCH接口，在选择儿童安全座椅时,
需要检查汽车上的儿童座椅接口，ISOFIX接口的儿童
安全座椅既能安装在提供ISOFIX接口的汽车上，也能
安装在LATCH接口的汽车座椅上，但LATCH接口的
儿童安全座椅只能安装在提供LATCH接口的汽车上，
在购买儿童安全座椅时需要了解清楚。

同时，还需要符合有关的认证标准，最为严格的为欧
洲的ADAC认证。选择儿童安全座椅时，至少要符合国
内的强制性标准3C，如果没有符合，不建议家长购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早市占道造成拥堵
部门：开展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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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通羊镇汉林农贸市场大桥头每
天早上6点至7点交通拥堵，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

该网民称，每天早上卖菜和卖水果的小贩把路堵得
水泄不通，还有车辆乱停乱放，导致他有时上班迟到。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通山县公安局有关工作人员
回复称，通山县汉林农贸市场大桥头的早市由来已久，县
城管局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曾多次联合开展整治行动，
但为保障民生，该早市一直以来都无法取缔。

为保证该路段的畅通，不影响早班高峰车辆的通行，
通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安排民警每天早上6点30分到岗，
对早市菜农和车辆进行劝离（大部分是菜农的三轮电动车、
板车和买菜车主临时停车），基本保障了早上7点前道路
畅通。

8月26日，记者在我市多个社区门前发现，五花
八门的牌子不见了，统一悬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
会和居务监督委员会三块牌子。

这样的变化让嘉鱼县鱼岳镇北街社区党委书记
汪坤才长舒一口气。“社区工作量有多大，看看这些摘
下的牌子和以前的台账就知道了。”

汪坤才透露，高峰时期，这里挂着大大小小十几
块牌子，办公室里都挂不下，等到相关部门来检查时，
便临时挂上相应的牌子。每块牌子对社区而言都意
味着一份责任，对应着一项工作。

开不完的会、盖不完的章、说不完的评比表彰……
社区一度担负了大量行政职能，变成“万能”社区。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前，社区承担的各
项工作大大小小有一百多项。对于只有十几个工作
人员的居委会来说，为了干好上级部门布置下来的工
作任务，不得不疲于奔命，而且有一部分工作本就不
该社区来做，社区也做不了。

“‘奇葩’证明一直是社区所面对的‘疑难杂症’之
一。”该负责人表示，虽然为基层减负的要求一直在强
调，“但依然有很多居民在相关部门单位办事的过程中，
会被要求去社区出具各种各样的证明，居民为了顺利
办好事情，还是会习惯性地第一时间去找到社区要。”

“开各种证明并不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汪坤才
说，北街社区平时最“杂”的一项工作就是开证明，除
了常见的居住证明、计生证明和生活困难证明等，几
乎每个社区工作人员都能遇上开“奇葩”证明的要求。

去年夏天，有位居民因事故受伤，要验伤打官
司。但是，他做了手术之后，病历掉了。司法部门让
他到社区开受伤证明。还是去年，有位居民家属去
世，已经火化，后来，该居民办理事务时需要出具家属
的死亡证，而不认火化证。办事单位让他回社区开死
亡证明。

“照理说，手术病历丢了不是应该找医院吗？开
死亡证明不是应该找派出所吗？为什么通通让居民
找社区？”汪坤才不解地发出疑问。

实际上，社区工作者遇上这种情况，也很为难。
“到底哪些证明能开，哪些不能开，之前也没有明确规
定。开吧，心里没谱；不开吧，群众又不愿意。”汪坤才
言语中流露着无奈。他说，社区只好花费时间、人力，
下基层走访、调查，最终为居民开具一份证明。

新闻追问
问服务

又到开学季，不少家长开始采购儿童
用品，从儿童书包到儿童牛奶、儿童水饺，
与儿童相关的产品都被放入购物车中。

记者发现，很多家长在给孩子购买食
品时更青睐冠以“儿童”字样的食品，认为
它们更符合孩子的身体发育需要，而这类
食品往往价格较高。这些打着“儿童食
品”旗号的食品是否真的适合儿童？记者
展开了调查。

“儿童食品”身价畸高

孩子刚满6个月，家住咸安区麓山温
泉小镇的朱女士就亲自动手制作辅食，为
了孩子的健康，她偏爱当季的新鲜食材。
倘若要购买成品，她总是更青睐冠以“儿
童食品”字样的产品，如不额外添加糖、食
用盐的儿童面条，以及不添加香精、色素、
防腐剂的儿童奶酪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健康
意识的提升，主打“营养”、“健康”、“安全”
的儿童食品也有了更多受众。

2日晚上，记者走访了城区内多家超
市和商场发现，从儿童酱油等调味品，到
儿童奶酪等乳制品，再到儿童挂面、儿童
牛排等粮食制品和肉制品……几乎每个
食品大类都能找到“儿童专属”的踪影。
这些儿童食品大多包装鲜艳、造型卡通，
有的还附赠了一些益智玩具，引得不少家
长和孩子纷纷驻足。

“我家孩子乳糖不耐受，比起牛奶，我
们家买的更多的是酸奶和奶酪。”在万达
广场永辉超市里，一位正在选购儿童奶酪
的陈女士说。记者看到，这款再制干酪主
打“为儿童成长补钙”，但仔细看配料表就
能发现其中的“奥秘”。为了照顾孩子的
口味，产品中除了干酪、脱脂乳粉外，还添
加了白砂糖、奶油、炼乳和食用香精等，长
期食用可能加重儿童口味习惯，造成偏
食、挑食等不良习惯。

贴上“儿童专用”的标签，部分食品的
身价也蹿高不少。记者在淘宝、京东等电
商平台输入关键词搜索，排名靠前的商品
月销量大多破万。其中，一款以“无盐”、“0
添加”为卖点的儿童酱油，180毫升售价为
39.8元，而1.9升的普通酱油售价仅为24.9
元，前者每毫升单价远远高于后者。

“儿童标准”有待明确

据了解，在我国各项食品相关标准
中，有针对婴幼儿配方食品、辅食的食品
安全标准，但对于3周岁以上的儿童，并
没有具体的准入标准和确切定义。而正
是由于这一标准、规范的缺失，儿童食品
也存在着不少隐患。

“目前，我国的食品添加剂标准是以
体重为60公斤的成年人为标准制定的，
对婴幼儿食品也有专门的添加剂规定，但
对于介于两者之间的儿童群体，尚未有允

许摄入添加剂的具体标准。”咸安区温泉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曾瑜灿举例，儿童
若长期过多进食含合成色素的食品，会影
响神经系统发育，易导致躁动、情绪不稳、
注意力不集中、自制力差、思想叛逆、行为
过激等不良反应。

他认为，儿童身体尚未发育成熟，肝、
肾等解毒功能并不健全，因此，向儿童提
供的食品不管在安全性和营养性上都应
有更为严格的标准。

“我们选择儿童食品也是为了‘给孩
子最好的’，但这些食品到底该怎么辨别，
真的是一头雾水。”采访中一位市民表示，
产品外包装和广告词往往是消费者获取
产品信息的最大来源，在实际购买中，会
真正关注和对比产品具体成分的人少之
又少。

可见，整治“儿童食品”市场，除了相
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外，尽快根据行业
发展与市场需求，给“儿童食品”制定相关
认定标准。

重视膳食均衡是关键

如果给儿童购买包装食品，家长该如
何进行选择呢？曾瑜灿建议，可以试着从
外包装上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入手，

“首先要看是否有食品合格的标识，然后
看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尽量选择添加剂少
的食品。”

有家长为了保证孩子的饮食健康，还
将目光转移到了进口儿童食品上。但曾
瑜灿医生告诉记者，进口儿童食品并不比
国内食品更有营养。

据了解，不同国家根据本国国民体
质、饮食、文化习惯不同，制定标准也不尽
相同，特别是食品成分配比、热卡、过敏原
差别很大，若长期以零食为主，容易造成
儿童营养不均或过剩，出现偏食和肥胖，
更有食源性疾病低龄化的风险。

“事实上，食品包装上是否为‘儿童专
用’并不重要，家长需要注意的是，包装食
品大多是为了方便食用，不能将其作为儿
童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的主要来源。”曾瑜
灿说，最安全、经济、有效的营养摄入方
式，就是从多种新鲜天然的食物和简单加
工的生鲜食物中摄取。

对于学龄儿童而言，他建议要做到三
餐定时定量，保持膳食营养均衡。其中，
早餐要保证营养充足，三餐不能用糕点、
甜食或零食代替；最好天天喝奶或奶制
品，少喝含能量高、脂肪高、食盐高或添加
糖高的饮品。

家长除了要正确选购来源正规的儿
童食品外，还要主动学习与之相关的专业
知识，并加强“食育”，培养孩子形成良好、
卫生的饮食习惯，养成科学、健康的消费
观念，共同增强对儿童食品的安全防范意
识和辨别能力。

“儿童食品”，真的适合儿童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如何选购石榴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九九”咨询，如何选购石榴？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一水果店工作人员分享了选

购石榴的几个小技巧。
看品种。市面上最常见石榴分三种颜色，红色、黄色

和绿色，有人认为越红越好，其实因为品种的关系，一般
黄色的最甜。

看光泽。如果光滑到发亮那说明石榴是新鲜的，表
面如果有黑斑则说明已经不新鲜了。石榴上出现一点点
小黑粒，倒不影响石榴粒的质量，只有大范围的黑斑才说
明石榴不新鲜。

拈重量。如果差不多大的石榴但其中一个放在手心
感觉重一点的，那就是熟透了，里面水分会比较多。

看石榴皮。看石榴皮是不是很饱满，皮和肉很紧绷
的比较好，如果松驰那就代表石榴不新鲜了。

看外形。外观比较圆的石榴，皮都比较厚。反而外
观果棱显现的，才是皮薄完全成熟的石榴，这样的石榴更
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广场舞噪音扰民
部门:立即整改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市民张先生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丹桂大厦前广场舞严重噪音扰民。

该网民表示,咸安区丹桂大厦门前有个小广场，经常
使用高音喇叭播放音乐跳广场舞，晚上7点至10点，早
上6点多就开始，噪音巨大，希望相关部门处理此事。

对此,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收到该网民反
映的问题后，市公安局立即责成岔路口派出所迅速组织
开展调查。经调查核实，河东路丹桂大厦楼下确实存在
高音喇叭播放音乐跳广场舞严重扰民的现象,辖区民警
已与相关人员沟通并要求其整改，将音量调小并控制在
标准范围内，不要打扰附近居民休息。相关人员表示，今
后一定会注意噪音问题并控制好娱乐时间，确保不再发
生此类投诉事件，给周边群众一个和谐安静的生存环境，
后期民警会配合市城管委和市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一同
执法，严格落实整治措施，共同为周边居民打造一个安心
舒心的环境。

小区下水道堵塞
部门：正在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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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自己家住温泉茶花路朱家巷农
委宿舍，小区下水道堵塞，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该网民表示，因大量污水引入管道，以及市政府乡村
量化工程，抬高了路面，导致所有水都流向了一个下水道，
一下大雨就“水漫金山”。疫情还没有彻底结束，下水道的
粪水反灌到自家后院，异味难闻，严重影响其他居民生活。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经与当事人联系，并一同到茶花路朱家巷农委宿舍后院
现场进行核查，发现该宿舍在下大雨时积水是因为原约30
米排水管属老旧管网，管径过小，且周边都已新建开发，导致
该处形成低凹段，下雨时大量雨水汇集此处形成积水点，过
小的老旧管网无法胜任雨水的排出。如要彻底解决此处排
水不畅问题，需将原约30米老旧管网进行改造，经研究决
定，拟将该处纳入创卫改造项目进行改造。与当事人沟
通后，对方对该局工作表示支持，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减负后的社区，精力投入到哪？
“事务性工作少了，但社区服务的工作量没有减少。”

咸安区花坛社区党委书记吕翠红说，社区工作人员全部下
沉到网格（小区）、居民楼，在真正的一线为群众办实事。

邮政小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小区居民以老年人
居多。由于年久失修，周围小区大都已拆迁，硬件设施相
对落后，存在“用气难、下水道堵塞、主路安全隐患多”等
问题；毁绿种菜、私占停车位、电线私拉乱扯、垃圾乱堆乱
放等现象随处可见。

花坛社区把分散在邮政小区内的在职党员、退休党
员、流动党员整合起来，成立了小区党支部，实现服务居民
无缝隙。党支部成立后，小区有了主心骨，在支部书记汪祖
林的统筹下，小区里的党员率先拧成一股绳，把小区楼前楼
后、卫生死角里积攒多年的垃圾、破家具等全部清理了，楼
道内的小广告也一并清理，还小区以干净整洁的面貌。

邮政小区党支部成立以来，“党员领着干、楼栋长主
动干、居民争着干”，小区居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谢谢社区帮我们做了件大好事，解决了困扰我们多
年的心病，环境美化了，我们的心情也舒畅了。”邮政小区

居民们纷纷表示。
同样经过改造，银泉社区鄂棉小区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改变。记者走进小区，左手边就是生态停车场，右手
边就是小游园和篮球场，小区的道路宽敞整洁，每栋楼前
都有停车位，走几步就是一景。

“原来，在晚饭后，鄂棉小区的人都是跑到对面桂花
城休闲。现在反过来了，桂花城的人经常带着孩子来这
边散步。休息日，篮球场和乒乓球台旁，满是人，大家都
舍不得走。”鄂棉小区党支部书记顾希强说。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社区减负后，提升服务水
平成为对社区考核的一个重点。

为了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咸安区香城社区党委书记
孙芳正在筹建一个社区智囊团。“我们社区里有湖北科技
学院、鄂南高中两个学校，周边都是高端楼盘，里面住着
一些退休专家、教授，我想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让他们
为社区的发展建言献策。”孙芳说。

浮山社区书记胡春红也正在进行谋划：“我们正在组
织居民筹备成立文艺、志愿、环境保护等各类服务队，让
大家参与进来，促进交流。计划定期请专家来讲课，让他
们能够更好地组织大家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C整合资源提升服务水平

“社区减负一直在强调，可是以前没有像这次把具体
事项明确出来。”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社区减
负的一个重点就在取消37项社区证明事项和8项工作
任务摊派。

取消的37项社区证明事项包括：取消廉租房申请人
证明、公租房申请人就业和收入证明、经济适用房申请人
信息证明、住房证明、直系血亲关系证明、意外伤害确认
证明、社会养老保险人员丧葬补助继承人员关系证明、死
者与受益人关系证明、婚育证明、计生证明、婚姻状况证
明、结（离）婚证遗失补办证明、五保低保证明、贫困生身
份证明、房屋无人居住证明、家庭用电报户证明、安装光
伏房屋产权证明、关系证明、收入证明（低收入、无固定收
入）、家庭困难情况证明、居民身份信息证明、户口登记项
目内容变更申请证明、居民养犬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情况证明（表现证明）、人员失踪
证明、出生证明、健在证明、死亡证明、疾病状况证明、残
疾状况证明、居民就业状况证明、居民个人档案证明、居
民财产证明、遗产继承权证明、市场主体住所证明、证件
遗失证明等。

取消的8项摊派事项包括：取消向社区的报刊杂志
征订、彩票、保险、图书购买、募捐等各类摊派任务；取消

辖区单位与社区签订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取消未有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未经政府批准的满意度测评调查、
统计调查、数据普查；取消以社区为责任主体的各类行政
执法；取消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经济创收等任务；取消各
职能部门单独组织的考核评比活动；除“中国社区”、党员
群众服务中心、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居务监督委员
会以外，取消大门悬挂的其他牌子或标识；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要求取消或禁入的其他摊派事项。

“亲属关系、居民身份信息、婚姻状况、死亡证明等，
若居民办事涉及的话，就由居民办事涉及的相关部门通
过与该项信息相关的部门如民政、卫健委、公安局、法院
等信息共享的方式进行核对。”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有明确规定且社区有能力提供证明
的，方可使用社区印章；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职责范围内的证明核实事项不得要求社区出具。我们取
消不合理证明的目的，不但是让社区工作人员减轻负担，
也是让居民少跑腿，信息多跑路。

“对于减负，我们是举双手欢迎，社区确实承担了很多
原本不该社区承担的工作，有了政策依据，我们就更有底
气了，希望这次减负取得的效果能够一直持续下去。”采访
中，社区工作人员对于社区减负政策，更在意的是持续性。

B 取消37项社区证明事项
A

一个社区承担
百余项工作

社区减负带来了什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张欢 通讯员 揭志刚

聚焦咸宁市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