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地面车位收费合理吗？
部门：可收取停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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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小区地面车位收费是否
合理？

该网民表示，他是温泉城区天洁雅典城住户，物业
只给每位业主两辆车的免费停车，第三台车要收取
600元/年的停车服务费，还是地面停车，并且也没有
指定车位。业主的房产是有公摊的，物业费也是算了
公摊面积的，为什么小区地面停车还要额外收费？

对此，市市场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咸宁
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第六条中的第（三）条
指出，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住宅物业服务收费，实行
市场调节价，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确
定。没有业主委员会的，可以由社区组织业主与选定
的物业服务主体协商确定服务收费标准，签订书面协
议。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物业区域内占用业主共有道
路或者场地用于停放机动车辆的车位，属于全体业主
共有，可以收取停车费，其管理、使用、收费等具体事项
由业主大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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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线

如何选购暖手宝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六六”咨询，天气渐冷，想

购买一个暖手宝，应该如何选购？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区一商店工作人员分享了

选购暖手宝的几个小方法。
看品牌。选购暖手宝绝对不能贪图便宜，要到正

规商家购买，注意查看暖手宝是否有厂名、厂址、合格
证、3C强制认证标志。

看说明。仔细看暖宝宝说明书，看是否提到采用
水电分离加热和气压控制技术即防爆装置等相关内
容。

看外观。在检查暖手宝外观时，应注意产品外观
有无磕碰后的受损痕迹，如果发现就必须进行更换。
另外，还要注意暖手宝做工是否精细、接缝处是否均匀
细致、有无划痕与毛刺。

看完全性。暖手宝作为一种即时加热的高功率取
暖类小家电，在选购时务必检查一下产品的使用安全
性。要仔细检查暖手宝电路部分的完好度，还应该注
意暖手宝是否使用高品质的耐火保温材料制作以及是
否使用优质名牌的电炉丝，这些都是与暖手宝使用安
全息息相关的环节，不能忽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没考上普高能否回户籍地读高中
部门：无法取得高中学籍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
问政平台上咨询，孩子现在广州读初三，如果明年中
考，没考上广州的公办高中，能否回户籍地咸宁读民办
高中，或者复读初三，如果可以需要办些什么手续？

针对网民咨询的问题，市教育有关工作人员回复
称，中考是各市州组织的，学生学籍是教育部统一管理
的。如中考成绩未达到广州市高中分数线，即无法取
得高中学籍，咸宁市的高中也不能录取。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能留级和复读是教育部的规
定，初中生参加完中考则意味着完成了九年免费义务
教育。教育部“学籍网”也无留级办理功能，若强行留
级，最终将导致学生在非毕业状态而学籍已进入毕业
状态，从而无法上初中、高中。

如有需要可以在咸宁参加中考，参加中考的条件
是具有我市学籍或我市户籍的现九年级学生。具有我
市户籍、学籍在市外、要求回我市参加考试的学生，须
持就读地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初中学籍证
明，经我市接收学校所在地教育局基教部门审核，于明
年3月份前办理转学手续后，由接收学校统一组织报
名，详情请关注咸宁市教育局官网。

据了解，考虑到既有住宅以离退
休老人及中低收入家庭为主，对相关费
用有压力，《方案》还明确，对于符合条
件的业主，可按规定申请使用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电梯完成安装且办理竣工验
收手续并正常投入使用后，由财政部门
按照每部 10 万元的标准实施以奖代
补。

市旧改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加装
电梯的具体实施程序，在提出申请后，还
有多个步骤。

在提出申请之后，将由市旧改办牵
头，咸安区旧改办协调配合，组织所在街

道办事处、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
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城管执法、消防救援
及电力等相关单位进行现场踏勘，并在
10个工作日内，联合提出加装电梯的可
行性初步审查意见。

初审通过之后，由本单元全体业主对
加装电梯相关事宜签订协议，并对经费筹
集、电梯配置、运行维修费用分摊、使用管
理等方面内容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
公示。

由实施主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
计单位，按规划管理的相关技术规定，编
制加装电梯规划方案。由加装电梯的责

任单位负责在本单元房屋、小区公示栏等
显著位置公示，公示期满无相关业主实名
书面提出异议的，由责任单位出具公示意
见单；对有异议的，有责任单位负责协调，
统一意见。

在实施主体向市旧改办提出电梯设
计的审查申请后，市旧改办将在15个工
作日内，组织相关部门对设计方案进行联
合审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书，
经审查合格的，方可组织施工。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依旧由实施主
体按规定选择，同时必须选购符合国家
标准及我市住宅电梯配置与选型通用

要求的电梯。工程竣工后，实施主体应
组织规划、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电梯
企业等对加装电梯工程进行竣工验收，
并向市城建档案馆移交建设工程竣工
资料。

在电梯的日常管理上，实施主体依法
承担电梯安全运行的相应义务，电梯使用
管理单位依法履行电梯安全管理职责，并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维保单位进行维护
保养。电梯投入使用前、后的30日内，电
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向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使用登记，并取得使
用登记证书。

B 加装电梯每部奖励10万元

9月9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

则通过了《咸宁市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实施方案（试行）》，《方案》一经推出，立刻

引发了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响。近日，记者

进行了采访。

新闻追问
问民生

“真是个好政策！”记者来到位于长安
大道的老鄂南新华印刷厂职工家属区，恰
逢遇到正在小区院内散步的徐先生，谈起
《方案》，今年已经67岁的他丝毫不吝赞
赏。

徐先生家住4楼。去年10月，咸安区
启动了对老鄂南新华印刷厂职工家属区
的全面改造工作，经过一年的改造，这个
始建于2000年以前的老旧小区，如今已
经焕然一新，菜地被铲除、楼顶建起了隔
热层、进出口设置了保安亭，其他诸如雨
污分流、弱电入地、交通微循环、停车泊位
等硬件也一应俱全。

小区扮靓扮美了、居民生活舒心了，

但徐先生还是有一个“心病”。
“早年在工厂里做工，留下了一些‘职

业病’，如今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爬个
楼梯时常会气喘，尤其是腰背受不了。”原
来，徐先生每天买菜、接送孙子、下楼散
步，都需要反复爬楼梯，多的时候，甚至一
天要爬10多趟。对他而言，上楼梯时还
能克服，但到了下楼梯，他的腿脚就有些

“打哆嗦”。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也越来越担忧

自己的出行问题。“当了一辈子工人，并没有
什么积蓄买电梯房，更何况原来的同事、朋
友都住这里，我不会轻易选择搬走。”

去年3月，鄂棉小区被纳入2019年

中央预算内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该小区改
造的第一步，就是拆违，而拆违的重点对
象，就是每栋楼下面那一排杂物间，这些杂
物间当初是单位统一建设卖给住户的，有
人用来堆杂物，还有些人则用于居住。

“作为一个存在了30多年的小区，鄂
棉早已不复往日的辉煌，有条件的早就搬
走了。”小区居民葛先生说，没条件搬走的
住户，家里或多或少有些困难，他们都需
要那样一个杂物间，老人、病人、残疾人，
都愿意住那里。

此前，4栋的住户朱先生就强烈反对
拆除杂物间，并且始终不愿意与社区工作
人员沟通。原来，朱先生患有肾病，上下

楼不方便，社区为朱先生申请了救助，邻
居们也主动上门劝说，最终让朱先生同意
了拆除违建，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出入时
能“如履平地”。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城镇老旧小区量大面广，要大力进行改
造提升，更新水电路气等配套设施，支持
加装电梯……”

如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展顺利，
小区面貌日新月异，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的不断提升和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一些住
宅已经不能满足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追
求，全面启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众
望所归、势在必行。

C加装电梯获得市民称赞

“不知道我家的房子有没有机会加装
上电梯？”

“旧楼空间有限，也没有预留电梯通
道，到时候该怎么安装？会不会要办一大
堆手续？”

“低楼层的住户和高楼层的住户如何
分摊费用？政府会给补助是真的吗？”

“我们想安装电梯，该去哪里申请？”
采访中，市民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存

在很多疑虑。为此，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

围绕《方案》向记者作了解答。
目前，该方案的适用范围为市城区范

围内已建成投入使用、具有合法权属证
明、未列入房屋征收计划且未设电梯的4
层及4层以上（不含地下室）的非单一产
权住宅。以“业主主体、政府引导，充分协
商、确保安全”为基本原则。

届时，物业服务企业、原产权单位和
社区居委会将分别作为物业服务企业的
小区、单位自管小区及无人管理小区加装

电梯的责任单位，负责牵头组织出资加装
电梯的业主，成立加装电梯自改委，“自改
委”为加装电梯的实施主体，负责加装电
梯项目的全过程相关工作。

同时，市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由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
筹领导，市旧改办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
窗口增设服务项目，统一受理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的所有审查事项。

按照简化、便民的原则，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不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建设用地审批、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及不动产登记等建设手续。

只有在本单元房屋专有部分占建筑物
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以
上的业主同意后，方可向市旧改办提出加
装电梯申请。电梯的建设模式为自筹资金
安装，共同维护管理，具体资金由业主自行
筹集，费用也由业主综合所在楼层等因素，
自行协商，按一定比例分摊共同出资。

A 4层及以上非单一产权住宅可加装

夜间施工噪声太扰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近日，有网民在咸宁论坛反映，温泉
城区十六潭路上的璟湖世纪城工地，最近
每晚夜间10点后开始施工打桩，发出轰
轰的声响，且没有做任何的噪音防护处
理，严重干扰了居民的正常休息，希望相
关部门协调降噪。

23日晚10点半，记者来到璟湖世纪
城施工现场，透过围挡，记者看到工地里
一片灯火通明，几名工人正在电焊施工，

“噼噼啪啪”的声音不绝于耳。记者现场
看到工地里有两辆挖掘车正在铲运渣土，
发出响亮的轰鸣声。至记者离开，两辆挖
掘车仍在工作。

家住附近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这个工地
夜间产生噪声不是一天两天了，施工到很
晚，有时早晨开工也特别早。他晚上睡觉经
常被这些响声惊醒，想睡个整觉都不容易。

受到这件烦心事影响的不仅仅是孙
先生。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周边的居民对
工地夜间施工扰民意见也比较大。“凌晨
就被吵醒了，工程车伴随着‘转弯’‘倒车’
的广播进入工地，挖掘机、打桩机等也跟
着施工，声音很响。”居民黄先生无奈地
说，自己住在施工工地的对面，最近常常
被吵醒，不能安稳休息。

“我睡眠本来就不好，工地施工的噪
声特别影响我的休息。我们楼里住了很
多中老年人，噪声对大家休息影响都不
小。”附近居民李女士说。

就夜间施工噪声音量的问题，记者联
系了市环境监察支队，一位负责人介绍，
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在城市
市区范围内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建筑施
工噪声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
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夜间噪声超过
55分贝限值，就是违法行为。

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人表示，市民发
现夜间施工噪声扰民情况，可以拨打
12345热线举报，由环保部门进行处理。

十字路口未设置红绿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采石场道路破损严重
部门：已下达环境监察通知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通城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通城县马港镇通往洞塅
村路段道路破败不堪，附近还有河水污染的情况，希望
相关部门能帮忙解决问题。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通城县生态环境局相关
工作人员回复，收到该诉求后，马港镇政府和踏水村相
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由于采石场的车辆是
相对较大的农用车，对村级公路带来一定的影响，部分
路段出现破损。现在杨家至采石场部分路段已改线拓
宽并硬化，其余路段村委会也在向县里申报农村公路
建设项目计划。

水质混浊有多方面的原因，按要求，该采石场的
初期雨水和石料切割废水进行收集处理后回用于矿
区日常作业用水以及道路洒水抑尘等生产用水。
现场检查时发现有少量生产废水外排现象，矿区山
下两侧各建有生产废水沉淀池一个，每个约200立
方米左右，生产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通过溢流沟进入
隽水河支流。针对该公司采石项目废水问题，通城县
环保局已于2020年 7月13日对该公司下达了环境
监察通知，要求该公司规范建设开采区雨污分流系
统、切割废水初期收集池、导流沟、废水沉淀池，生产
废水必须全部收集回收利用，严禁外排。下一步，
环保局将加大对该公司的检查和督办力度，确保生
产废水不外排。

日前，一位热心市民反映：咸安区太
乙大道崇文路口一十字路口处未设置红
绿灯。由于该路段大货车往来较多，路口
有青少年宫幼儿园和居民小区，到上下学
高峰时段更是险象环生，存在安全隐患，
希望相关部门关注。9月23日，记者前去
走访了解。

当日上午8时许，记者来到热心市民
反映的十字路口，该路口位于咸安区太乙
大道崇文路口威港桥与青少年宫幼儿园
交汇处，路口宽阔，的确未设置红绿灯。
此处往东为泉都豪庭，往西为华信农批市
场，往南为一号桥方向，往北为马桥方向，
时不时有拖着货物的大货车驶过，经过路

口时也没有减速，呼啸而过甚是吓人。陆
陆续续还有一些居民出门买菜，过马路时
显得十分小心。

在该路段负责环卫工作的一位工人回
忆，该路口前段时间就出现过一次三轮车和
小轿车相撞事故，致三轮车司机受伤入院。
当时，一辆轿车正常直行，三轮车从华信农
批市场拖着水果驶到该路口正在左拐，由
于无红绿灯、车速快，两车刹车不及相撞。
水果撒了一地，三轮车司机躺在地上伤势
严重，小轿车的侧身也被撞得凹进去。

另一位住在泉都豪庭的老婆婆也表
示，该路段虽未出现大的车祸事故，但来
来往往的大货车确实很多，也经常出现剐
蹭，特别是幼儿园上下学的时候，接送的
大人都提心吊胆。附近也住了不少的居
民，早上的时候进出买菜，过马路也得小
心翼翼。“那些大货车基本上不会让人，见
到行人也不减速，我们都怕得很，要是有
个红绿灯就好得多。”路过的一位胡先生
忍不住说。

为此，记者联系了市公安局交警二大
队，将具体的情况告知工作人员。对于能
否安装红绿灯，工作人员称要派交警到现
场查看情况后再上报决定。

既有住宅如何加装电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