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
阶段，疫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
不利影响仍在持续，部分困难群众
尤其是低保边缘家庭、未参保失业
人员等，基本生活仍存在一定的困
难，需要加大救助帮扶力度。记者
从市民政局获悉，咸宁近期出台由
13个部门联合发文的《咸宁市低收
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规范社会救
助中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明确低
收入家庭“单人保”救助标准，社会
救助进一步“扩面”。

新闻追问
问服务

《办法》还规定，有下列九种情形之一
的，不予认定低收入家庭资格：（一）银行存
款、有价证券、债券的总值人均超过当地月
低保标准24倍的；（二）拥有船舶、工程机
械、5万以上（含5万）机动车辆和3万以上
（含3万）大型农机具的；（三）拥有2套（含
2套）以上产权住房（不含农村民宅），且人
均拥有建筑面积超过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
上年度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倍的；（四）家

庭成员名下有非居住类房屋，如商铺、办公
楼、厂房、酒店式公寓等的；（五）家庭拥有
黄金、首饰、收藏品等高值物品的总价值人
均超过月低保标准24倍的；（六）家庭拥有
有价债权的总价值人均超过当地月低保标
准24倍的；（七）家庭成员拥有企业、注册
公司且一年内有纳税记录的；（八）安排子
女自费出国留学或选择高收费私立学校就
读的；（九）其它经地方人民政府或省级民

政部门认定不具备低收入家庭资格的。
今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影响，我市民政

部门加大对低收入重病人群救助力度，巩
固好维护好脱贫攻坚成果。从起草到出台
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外地的好做法、好经
验，听取采纳了多条意见和建议，并结合我
市实际进行了创新。此办法的出台标志着
我市社会救助等民生兜底工程的改革创新
又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家庭财产超标的不认定为低收入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其他市州，我市
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低收入家
庭享受相关政策。对于低收入家庭中的
重残人员、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经
本人申请，参照“单人保”纳入低保。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可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低收入家庭可
申请廉租住房补贴或者实物配租，其学龄
子女还可以申请教育救助。同时根据实
际将低收入家庭中年满80周岁（含80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纳入经济困难高龄老年

人补贴范围；年满60周岁（含60周岁）以
上的老年人，经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鉴
定评估确定为失能等级的，根据实际纳入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补贴范围。

与以往不同，《办法》中细化了13个
部门职责，明确规定了各部门在低收入家
庭认定和补助过程中的工作归属。如发
展改革部门根据国家、省发展改革委统一
部署，适时扩大价格补贴保障范围；教育
部门给予学杂费或生活费资助政策；公安
部门负责提供申请对象户籍信息及家庭

机动车拥有信息；财政部门负责对低收入
家庭认定工作给予经费支持；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负责提供申请对象的家庭房产
登记情况及拥有房屋产权情况；住建部门
负责落实廉租住房配租或补贴政策；人社
部门负责提供申请对象公益性岗位补贴、
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信息、领取养老保
险金（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失业保险金等
信息；医保部门负责依法将低收入家庭纳
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按政策落实基本医
疗保险、医疗救助等报销救助待遇；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负责提供伤残军人信息；银
行业金融机构负责提供家庭存款等金融
资产信息；统计部门负责提供上年度城乡
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住房公积金中心负责
提供住房公积金缴纳和使用情况；扶贫部
门负责提供国网中扶贫对象信息并协助
相关部门落实相关政策；残联部门负责提
供残疾人信息并落实相关政策。多部门
联动执行，互相配合高效做好认定工作，
确保不漏一人精准实施。

低收入家庭享受系列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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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如何清洗冰箱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六六”咨询，如何清洗冰箱？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一家电城工作人员分享了清

洗冰箱的方法。
清洗时应先断开电源，然后取出食物，再取出搁物

架、食品盒等。将盛有热水的金属器皿放入冷冻室内，利
用其热量使内壁上的冰慢慢融化。如果开水冷了，可以
多次更换。当内壁的冰霜融化得差不多了，可以用塑料
片轻轻将冰敲掉。

擦洗时，可用温湿抹布加少量中性洗涤剂如洗洁精
擦洗，然后用干布抹干。门封条要仔细清洗，注塑件上的
油污一定要擦掉，以免老化。

电冰箱背面的冷凝器容易积聚灰尘，影响散热，所以
至少每半年要用掸子或吸尘器清扫一次；集水盘每月要
拿出来清洗一次，因为除霜融化的水不易蒸发，如果脏了
还会产生臭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车辆乱停放造成视线盲区
部门：将设置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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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新街口跟永邦两路段有车辆
乱停乱靠，特别是新街口城市超市周边的叉路口，经常有
车辆停在路两边，给主道上行驶的机动车，特别是非机动
车造成了视线盲区。有些从叉路口行驶出来的车辆不仅
不减速，也不看有没有电动车经过，就直接开到大路上，
很危险。希望有关部门对违规停放的车辆进行拖离。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赤壁市公安局有关工作人员
回复称，经该局交警对投诉路段实地查看，发现确实存在
车辆乱停乱靠的现象，前期该局对该路段车辆的违法乱
停乱靠问题进行过整治，并将该路段列为了严管路段。
大部分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但是仍有个别驾驶员
只图自己一时方便，违法停车造成他人不便和安全隐患。

该局将在该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和加强教育引导，对
不听劝阻车辆进行拖离，保持路面畅通，还市民一个良好
的交通出行环境。

问民生

如何选购折叠床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自己因为工作原

因，中午经常不能回家午休，想知道折叠床应该如何选购。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某大型商超工作人员分享了选

购折叠床的几个注意事项。
首先应注意折叠床的外型与原料。床的外型及原料

有许多，但要注意依据本身的需求进行挑选，如老人、孩童
就不宜先用有镂花，楞角的铁床。

其次要注意折叠床的软硬程度。人的脊柱是由一节
一节的椎骨构成，虽然可以弯曲，也可伸张。但是如果床
太过软了，我们的身体下沉得厉害，肯定会造成脊柱过分
弯曲，从而使腰部肌肉的伸拉，出现了不均匀的情况，起床
后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甚至会感到腰痛。

紧接着看弹力。选购时可以亲自躺下，并左右随便的
转几次，好的弹簧不会有移动或高低不平的情况，并且能立
刻恢复原来的形状。（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摩托车办证多少钱
部门：按规定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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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自己不清楚摩托车办证怎么
收费，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答疑。

该网民表示，现在摩托车必须上牌，不清楚上牌需要
备齐哪些证件，需要多少钱。想知道办证后，是否还要缴
纳购置费等一系列费用。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崇阳县交警大队相关工作
人员回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
之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摩托车属于机动
车的一种。依据物价部门核定摩托车上牌费用为31元。

摩托车上牌时需提供以下手续：合格证、一致性证
书、购车发票、保险单副本，本人机动车驾驶证（E）。摩
托车上牌费用的31元为材料费用；车船使用费（城镇户
口需缴纳，农村户口不需要缴纳）；车辆购置税依规交由
税务局（摩托车排量150以上须缴纳购置费，排量150以
下不需要缴纳）；除以上三项费用外，不需要另外缴费。

耕地补贴如何补
部门：按政策发放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上发帖咨询，通城县耕地粮食补贴及耕地力补贴
分别是多少钱每亩,是否包括水田及旱地?

对此，通城县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补贴的范
围是对种地农民拥有承包权的耕地、村组非承包地在农
村土地确权时被确认的耕地、国有农场和国有农牧渔良
种场的耕地给予补贴，补贴的标准是以确权的耕地为标
准，不是水田和旱地为标准。但一些长年抛荒的耕地、经
县级人民政府认定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
耕种条件的耕地等情形不得享受补贴。

2020年，按照家庭承包为单位，在农户土地二轮延
包面积基础上确权确地的实测面积，作为农户申报补贴
资金的依据。各乡镇上报确权确地实测面积数据作为直
接补贴给农户的耕地地力保护面积，按上级拨付的资金
对照全县申报面积计算标准，今年补贴标准68元/亩。

我市低收入家庭如何认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刘珊珊 通讯员 左长康

《办法》首次提出我市低收入家庭
认定标准，指人均收入高于我市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但低于我市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2倍，且家庭财产现状符
合规定的城乡家庭。家庭收入包括工
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家庭成员拥
有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同样纳入考核
标准。

在认定过程中着重考虑家庭刚性支
出，设定了支出系数，对重病、长期患慢
性疾病、残疾人、老年人、婴幼儿、未成年
人教育等刚性支出在认定家庭可支配收
入时予以扣减。其计算公式为：家庭实
际月可支配收入=家庭初始可支配收入-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支出系数。特
别注意的是，家庭中不同成员分别符合
单项条件的，其支出系数可以累加，同一

成员符合多项条件的，选取最大支出系
数。

那么，低收入家庭的申请及认定程
序是怎样呢？据介绍，以家庭为单位，
可由本人或者其亲属或者其委托的村
（居）民委员会向居住满1年以上（含1
年）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准备
相关证明，提供家庭人口、收入、财产

等情况，通过信息核对、入户调查、邻
里访问、信函索证、行业评估等方式对
申请人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民政部
门经审查后，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
批准，并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进行公
示。

低收入家庭认定有效期为一年，自
认定为低收入家庭之日起1年内有效，1
年后需再次申请认定。

明确设定低收入家庭标准

唱歌作为一种娱乐锻炼的方式，本
是一件好事。但却令居住在温泉二号桥
附近的居民感到很苦恼。

原来，一入夜，温泉二号桥桥西头
（中国银行旁）就有人摆好音响设备，开
始露天卡拉OK。嘹亮的歌声穿过空旷
的淦河河面，却让住在附近的多户居民
不堪其扰。

9日晚6点半，记者来到二号桥头，
看到一处空地上摆放着两个大功率的音
响和点歌的设备，人们拿着麦克风唱着
歌。居住在附近的李先生反映，这么大
分贝的音量已经变成一种噪音，长期困
扰他们的生活。

“除了噪音扰民，这个露天卡拉OK
还是无证经营、占用公共用地，无论哪一
点都站不住脚。”李先生说，他们最少要
唱到10点半。音箱放的声音太大，对着
我们这几栋楼，在家里坐都不能坐，看电
视都不能看。

记者跟随李先生来到他所居住的二
楼，这里距离音响设备大概300米左右，
但依然能听到其传来较大的响音。

“歌曲劲爆的时候地面会震。音量
吵得厉害，而且正对着我家。等到他唱
完10点半，耳边还有回响，要等到11点
半才睡得着。”李先生的隔壁邻居胡女士
说。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了几个住在
附近的居民，他们也过来倒苦水。

居民文女士说：“晚上比较静，声音
更大，无法入睡，第二天都没有精神去上
班，希望能把我们的困难解决，希望给我
们安稳的日子，给我们一个安心的舒适

的家。”
“我家住在建行小区，可以说对我们

居民的生活确实有影响。唱歌是好事，
但不要影响其他市民的生活。希望把声
音的音量调小一点，大家共建一个和谐
的咸宁。”居民田女士说。

田女士还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对
这种行为进行劝阻，但是唱歌的队伍仍
然屡教不改。

“我打12345，去年打到现在，派出所
也来了几次，城管也来了几次，都处理不
了，他们一走，声音又放大了。住在这里
真的很辛苦，希望几个部门联合来帮助
我们一下。”

采访当天，记者遇到了现场唱歌的
市民，并向其反映了附近居民的诉求。
他们表示会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调整
唱歌的时间。而对于音响的音量，其中
一些群众表示愿意把音量调小。

街头卡拉OK噪音扰民谁来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随着秋日渐凉，越来越多的市民开
始关注，为何咸宁各大景区逐一开放供
全国游客免费游玩，而露天温泉、濯足廊
这两处免费的公共场所却迟迟不能使
用？为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来到露天温泉进口处，只见一张蓝
色的公告牌挂在显眼处，表明因疫情和
汛情影响不能使用，提醒市民在温泉定
期清洗消毒期间不要进入。浴室内水池
无水，飘散着不少落叶和枯枝，俨然已经
很久没有使用过。濯足廊也呈现相同的
景象。

1月24日，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为
避免人员聚集，露天温泉和濯足廊停止
运营。市园林科学研究所负责人阮红兵
解释说，由于临近河边，受咸宁超长汛期
影响，露天温泉和濯足廊的机器设备、管
理房、护栏等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初步统计损失金额近10万元。近期一直
在进行设备设施的维修和维护，将冲毁
的管理房进行重新搭建，水电线路进行
逐一排查维修，同时对护栏等设施的油
漆和损坏的景观石进行修复。

据了解，露天温泉和濯足廊作为公
共场所，与旅游景点不同，进入免费无限
制，人员难以控制分流，也没有足够的工
作人员维护管理，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两处的开放
时间一直在慎重考虑。

“就拿濯足廊来说，去年每天人流量
能达100-200人次，一个水池能同时容
纳几十人泡，泡温泉更是很多咸宁人的
习惯，大家都是挨在一起，也不分什么座
位，很难控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阮红

兵对此也是左右为难。
“我们也在加快申请恢复开放的进

程，在没得到批准之前，我们只能做好设
备调试升级，确保一切安全正常。”阮红
兵介绍，为了提高市民的泡脚体验感，在
维修的同时对抽水泵和加热箱进行了升
级改造，增添了双管道进排水，能更高效
地提供合适温度的水。近期正在为开放
运营做准备，除了加强设备设施调试检
查，也正在咨询有相关部门进行申请审
批工作。

露天温泉和濯足廊一旦开放，如何
做好疫情防控和满足市民需求两手抓是
道难题。阮红兵表示，勤做清洗消杀是
基础，除了每天一遍的基本清扫，全面消
杀会由原来的两个星期一次改成一个星
期一次，2名保洁在运营时间内也会一直
在岗，随时保持区域清洁。

据悉，露天温泉和濯足廊纳入一体
化管理后，也将根据疫情常态化防控调
整运营时间，“市民的安全必须得到保
障，这样大家才能泡的舒心。恢复开放
的工作正在进行，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
给予支持，耐心等待。”阮红兵说。

月亮湾露天温泉何时开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