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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城区的咸宁市体育

中心和金叶体育馆开始向群众免

费开展气排球、乒乓球、网球、健身舞

蹈等培训活动。这是促进全民健身事业

发展、鼓励群众健身、落实体育惠民的重

要举措。那么，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公

共体育场馆，目前开放程度如何，公共

体育场馆开放还面临哪些问题？

记者日前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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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民生

据了解，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还充

分发挥大中型体育场馆的体育服务功

能，积极承办和开展各种体育赛事和群

众性体育活动，吸引并激励更多的群众

“动起来”。

今年以来，市体育中心开展了第五

届“香约温泉”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举办

全民健身项目大展演、3V3篮球赛、乒乓

球赛、足球赛、乒乓球季赛、健身健美运

动沙龙暨亲子健身健美挑战赛、迎“三

八”系列活动暨咸宁城区女子趣味运动

会、“我运动、我健康”主题健身赶集会

嘉年华活动、健身健美主题赶集会、“体

育+旅游 健身赶集会”启动仪式、“快乐

童年”主题健身赶集会、网球季赛、跆拳

道培训及展演、城区健身气功培训、健

身气功赶集会、交谊舞培训等系列活

动。

金叶体育馆开展了迎新春气排球友

谊赛、迎新春业余羽毛球邀请赛、羽毛球

培训暨羽毛球专业技能等级测试启动仪

式、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少儿篮球培

训项目启动暨咸宁城区少儿篮球邀请

赛、气排球交流赛、羽毛球交流赛、青少

年体育夏令营、广场舞培训、“全民健身

日”气排球、羽毛球、网球比赛活动、职工

篮球赛，咸宁市气排球锦标赛等系列比

赛活动，还将举办金叶体育馆健身赶集

会启动仪式暨金叶社区首场“社区健身

赶集会”、“社区健身赶集会”趣味运动专

场、交谊舞培训社区健身赶集会、咸宁市

体育舞蹈大赛、手拍鼓培训“社区健身赶

集会”专场等活动。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延长场馆营业

时间，不断完善场馆体育健身设施建设，

努力将体育场馆打造为咸宁体育新地

标。”周方亮说，让群众体会到“快乐运

动、运动快乐”的真谛，提升了人民群众

参加体育活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体育赛事活动渐丰富

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周方亮

告诉记者，今年来，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关于推

进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通

知》等文件精神，全面免费低收费开放体

育场馆，还聘请运动健身方面的专家为

市民免费培训，充分发挥公共体育场馆

功能，提升公共体育场馆可持续性运营

能力，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健身环境。

“我市体育馆大多数场馆的运营管

理比较好，综合功能得到发挥。但仍有

一少部分场馆，未在运营管理上下功夫，

形成闲置、造成浪费。为此，省体育局协

同省财政厅下发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

开放补助专项资金，该专项资金将有效

缓解我市体育场馆缺乏运营资金的压

力，对促进我市体育事业发展有重要的

意义。”周方亮说。

周方亮表示，资金问题一直阻碍体

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公众开放。这次

各级财政专项拨付发放开放补助资金，

虽然数额有限，范围有限，但必将助推体

育场馆日益走上开放惠民之路。

他认为，大型体育场馆向公众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有助于盘活大型场馆的

闲置资源，服务公众。而免费、低收费开

放，则给体育场馆集聚了足够的人气。

现在的商业经营要的就是人气，人多资

源才能活起来，商业活动、广告赞助才能

随之而来，体育场馆才有更大的发挥空

间。

根据规定，体育场馆每周开放时间

将不少于35 小时，公休日、法定节假日、

学校寒暑假期间每天开放时间将不少于

8 小时。大型体育场馆所属户外公共区

域及户外健身器材将全面免费开放，每

天开放时间不少于 12 小时。大型体育

场馆将每年免费向公众提供体育服务，

包括举办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不少于

10 次，举办体育讲座、展览等不少于 4
次，开展体育健身技能等培训不少于

1000 人次，进行国民体质测试不少于

3000 人次。

为避免出现“文件免费，现场收费”

等问题，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加大行政

监管力度，督促各体育场馆把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等贴到墙上、晒到网上，并跟踪

问效问责，切实把服务规范落实到每道

门槛。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市体育中心和

金叶体育馆均在醒目的地方贴着告示，

将免费、低收费政策落实得很到位。

财政补贴助力场馆开放

单车运营方说

小鱼单车负责人说，城区的1000 台共享电动单车在投

放咸宁市场前，已经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交警、市城管

等相关部门经过对企业的营业执照、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书、检验报告、车辆保险等进行审核，接下来，小鱼单车

还会继续在城区投放1000辆共享电动单车。

据了解，目前，我市确定进入咸宁城区市场的共享电

单车品牌为小鱼、哈啰、青桔、美团、小足等五个，每个品牌

各投放2000 辆。

“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我们每100 台共享电单车配备

了一名运维人员，我们还配备 20 名运维人员，专门管理共

享单车的运营和维护。”小鱼单车负责人表示，后期，将和

其他共享电动单车企业探索合资成立运维公司，统一运营

管理咸宁城区共享电单车市场。

为避免共享电单车无序混乱停放，咸宁城区设置 600
多个共享电单车投放点和2000 多个停放点，投放点和停放

点均有共享电单车LOGO，方便市民辨识，投放点为黄色

停车线，停放点为白色停车线。

市民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违规停放，会怎么样？“如

果市民没有将车辆规范停入停放点，将不能还车，会继续

按实际使用扣费，并收取 15 元调度费，如果大范围超出非

停车区域，将视情况收取30- 200 元调度费。”该负责人说。

此外，记者现场看到，市交警部门核发的共享电单车

牌照为白底黑字，“咸宁L·G”开头，G代表共享单车。企业

只能在投放点投放车辆，不能占用市民停车资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城管说

市停车中心负责人高启胜说，为加强共享电单车停放管

理，维护公共交通秩序，我市已于近日出台《咸宁市中心城区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规定》。将采取基础考核、现场考核、

社会评议的方式，对市城区5家共享电单车企业进行考核。

考核内容涉及企业运营维护情况、运维人员管理考核

制度、购买保险、登记报备、有序投放停放、不得妨碍交通

出行、电单车完好且整洁卫生、及时处理市民投诉、社会综

合评价等十个方面。

根据企业考核评分排名，对年度考核第一名的企业，

给予褒奖和荣誉证书。而企业年度考核评分最低或持续

整改不到位、严重影响交通秩序和市容环境、市民满意度

差，市城管部门将不予办理下一年度占道经营审批手续，

责令退出市区并向社会公示，完成所有投放车辆的回收工

作。退市企业所占有投放车辆的数额，将由管理较好的前

三名企业按照50%、30%、20%的比例进行分配。

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如果有小区、单位、人员密集场所

等区域停放点有遗漏的，可致0715- 8257208反映，城管部

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停放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珊珊）

交警说

在十六潭路与银泉大道十字路口，执勤的民警告诉记

者，上牌有利于引导共享电动车规范、有序管理。共享单

车完成上牌后，这些车辆信息将会统一收集到政府的信息

库中，再结合着共享单车的实名注册制，政府能够对每一

辆车的使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且对违法行驶与停放问题

追踪个人，让大家能够放心使用共享电动车。

目前，咸宁城区投放的的小鱼、哈啰、青桔、美团、小足

等五大品牌的共享电动车，均根据《咸宁市电动自行车管

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由交警部门登记上牌。

交警表示，市民在使用共享电动车骑行的过程中，如

若发生交通事故，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来定

责。如若该共享单车买了保险，骑行人是按行驶路线即非

机动车道行驶，且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可以按照规定走保

险理赔流程。具体责任将按照事故现场情况进行划定。

交警提醒，市民在骑行过程中，应遵守交通规则。目

前市区内范围内的电动车违法主要是不带头盔、闯红灯

等。私人电动车未按要求佩戴头盔将处以50 元、扣两分的

处罚，对于共享电动车的处理细则交警部门还在进一步规

范之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论坛反映，咸

宁市实验小学附近行管局南八栋那里，

一到放学时间段全是接送孩子的私家

车，随意乱停，把路堵得水泄不通，车都

停到南八栋院内了，影响附近居民正常

出行，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还

居民一个通畅的交通环境。

记者来到市实验小学门口，此时正

值放学，大老远已经感受到接小孩家长

们的“积极”了。无法前进只得把车停

在附近的停车场内，等记者走到校门口

时，来来往往的车堵了好长，一些车主

只是路过，等得不耐烦不停地按喇叭，

加上学生们各种说话打闹声，一时校门

口显得“热闹非凡”。随后，记者又走到

行管局南八栋里，里面横七竖八停了不

少车，住在里面的户主想开车出门有一

定的困难。

一位学生家长张先生说：“我家孩

子在这里读一年级，每到放学这里就堵

得水泄不通，我只好把车停到很远的停

车场，走路过来接小孩。”

住在行管局南八栋的赵女士对此

早已不满：“我在这儿住了十几年，接孩

子的车一年比一年多，大马路上到处都

是车，连我们小区里都停满了，有急事

开车出门堵着出不去，只能干着急。”

咸宁市交警支队二大队表示，在开

学之日起就有护学岗的执勤交警在易

堵路段维护秩序，每个学校最大限度上

都安排一至两名交警疏导交通，对逆行

加塞违停的家长以劝导为主。

据了解，12 月 2 日下午放学时，交

警二大队安排交警在行管局八栋附近

查看情况，并进行道路交通违停整顿。

下一步，交警将继续加强指挥疏导，维

护交通秩序，也倡议有条件的市民在高

峰期择道绕行。

学校放学堵车严重谁来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珊珊

近日，有网友在咸宁论坛上留言反

映，温泉中心花坛中商百货门口正在改

造施工，给行人带来不便。

11 月 29 日，记者来到中商百货门

口，看到市园林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正在

对路边的行道树进行剪枝。眼前一棵枝

叶茂盛的行道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这是在干什么？怎么好端端的把

树给砍了？”光秃秃的树干立在道路边，

引来了部分市民驻足。

“这里在搞中商地下车库进出口互

换工程施工，我们要把中商门口的8棵香

樟树移走，方便施工单位改造施工。”市

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移走的树木

将种植到中央城小区门口的小游园里。

中商地下车库进出口为何互换？市

城管执法委计划工程科负责人周宏斌告

诉记者，中心花坛地处老城区，又是繁华

的商业中心，交通压力大。

记者在中商百货地下车库出口看

到，车库出口与淦河大道上的隔离带相

对，而隔离带又紧挨着斑马线。

“现行的这种设置会给市民的出行

造成不便，而且非常危险，车辆从车库出

来，速度快了稍不留神就会出现交通事

故。”附近居民刘先生说。

路过的市民钱女士说：“有一次晚上

8 点多，我开车从车库出来，有两个小孩

正牵手背对着车辆过斑马线并不断打

闹，根本没有注意到车辆在后面跟着，稍

不注意就有危险！”

为缓解中心花坛的交通压力，也考

虑到上下班高峰和交通安全，市政府根

据中商百货地下车库现场及周边实际交

通情况，将车库进、出口进行调换，车库

原进口变为出口、原出口变为进口。

“同时，我们将现地下出口处门岗亭

后移，在现中商地下车库出口处拓展一

个 3.5 米宽的右转车道，这样就能极大地

缓解周边交通拥堵情况，也能解决交通

安全问题。”周宏斌说。

据介绍，该工程投入50 万元，计划在

2021年春节前完工。

中商地下车库进出口为何互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12 月 1 日凌晨，消失 2 个多月的共享电动单车回归咸

宁城区街头。“共享电单车回来了”成为咸宁大街小巷市民

热议的话题。

市民说

12月1日晚上5点半，银泉大道劲风大厦前，市民陈女

士正坐在一辆共享电单车上，按照指示下载小鱼出行APP，
并进行注册，一位经过市民好奇地围了上来，询问如何操作。

陈女士说，下班正值高峰期，实在不想乘坐公交回家，

路上堵，人又多。共享电单车回归街头，她很是欣喜。戴

上头盔、扫码解锁，陈女士娴熟地骑上车回家。

市民雷子晨说，他住在璟湖世纪城，公司离家不到2公
里，走路嫌远，打车又贵，共享电单车打通了市民出行的

“最后一公里”。

市民林女士说，共享电单车配备了安全头盔，用户安

全有保障。每辆车有车牌，可以约束用户遵守交通安全法

规。在街头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市民骑着共享电单车，无论

是上下班还是休闲出行，是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市民袁梦说，2 日早上7 点半，从金桂路凯翔花园走到

银泉大道公交站，中途仅见到一辆共享电单车，满心欢喜

地拿出手机扫码，结果显示车被他人使用，无奈只能乘坐

公交车。希望能够加大共享电单车投放力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共享电单车回归啦

12 月 1 日，记者走访了咸宁市体育

中心和金叶体育馆，发现两个场馆实施

免费开放以来，健身爱好者蜂拥而至，异

常火爆，尤其是室内运动场馆锻炼项目，

更是爆棚。

记者首先来到咸宁市体育中心。该

中心作为我市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

大型综合体育活动中心，也是最早落实

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体育场馆

之一。虽然是工作日，但体育中心里人

来人往，好不热闹。

上午 11 时，记者走进综合馆，里面

的十几张乒乓球桌旁，有数十人正在打

球；馆外的网球场地上，已是爆满，外面

还有好多排队等候的人。

“有了免费的场地后，我基本上天天

都要来打会儿球。人多得很，有时来晚

了，场地都不够。”家住银泉大道的市民

黄女士退休后爱上打网球，市体育中心

网球场已是她与球友每日清晨必须打卡

的地方。

随后，记者又来到金叶体育馆，这里

集聚了数十名打篮球的群众，欢声笑语

更是让金叶体育馆充满了活力和人气。

“每周要打几场嘛，体育场馆免费开

放，让我们得到了不少实惠，是件好事。”

市民冯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家在附近，他

经常到体育馆来打篮球。据了解，自“提

升免疫力，我们在行动”活动开展以来，

有关部门为市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健身方

式，极大激发了市民对全民健身的积极

性，特别是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纷纷参

与到全民健身活动中来。

市体育中心场馆开发部部长郑伟告

诉记者，中心已免费开放羽毛球、乒乓

球、网球、健身舞蹈等项目，每天能接待

数百名锻炼的群众。

“从 11 月份开始，我们这里还有教

练在场馆里免费指导，让市民更加科学

地锻炼身体。”郑伟说。

免费开放健身火爆

体育馆免费开放带来了什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