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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行道树为何要修剪？

？

王恬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区大队负
责人解释说，随着我市机动车数量
日益快速增长，市中心城区重点路
段乱停乱放、交通拥堵现象也越来
越普遍，加之市城区部分道路较窄，
更是加剧了交通拥堵现象，因此需
要对市区重点路段实施严管。
在淦河大道上，在路边等待通
行的出租车司机张师傅告诉记者，
每天早晚高峰该路段都会堵车，特
别是星期一早上，甚至会堵上半个
小时。
当日，记者还走访了幸福路、茶
花路、月亮湾路等区域，发现交通拥
堵现象较为常见，特别是上下班高
峰期。
在走访中记者还发现，
除了车辆
增多造成交通拥堵，
市民的一些不文
明出行行为也是致堵的附加因素。
在银泉大道上，部分机动车驾
驶员见路面拥堵，便直接将车开进
了非机动车道中，由于车道被占，不
少非机动车便堵在了车道上，其中
个别非机动车驾驶员也纷纷效仿，
趁着堵车便不时在机动车道中任意
穿行，即使一旁的机动车驾驶员鸣
笛提示都无济于事，道路拥堵逐渐
加剧。
在银泉大道与十六潭路交界处
附近，原本还算通畅的路面被一辆
出 租 车 给“ 牵 连 ”了 进 去 。 记 者 看
到，该路口东西方向均为绿灯，此时
一辆出租车突然停在机动车道中下
客，待客人下车后，不远处又一名市
民匆匆跑到路边上车。这一下一上
的“功夫”就耽搁了近半分钟，期间
后方车辆不时鸣笛提示，但这并未
引起出租车驾驶员注意。待出租车
启动时，绿灯再次变为红灯，通畅的
道路顿时变得拥堵起来。
记者从该路口一名执勤交警处
得知，车辆越道行驶、机动车随意上
下客、行人不遵守信号灯、轻微交通
事故、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都是
造成道路交通拥堵的因素，而这些
因素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该负责人表示，对道路实施交
通严管将进一步优化市区交通环
境，规范交通秩序，缓解交通拥堵，
保障市区交通畅通、安全、有序。

实施严管后，市民停车怎么办

？

8 日，记者来到了咸宁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区大队，该
大队负责人介绍，初步拟定的
市 区 9 条 严 管 路 段 为 ：温 泉
路、淦河大道、滨河东街、滨河
西街、幸福路、茶花路、月亮湾
路、双鹤路、玉泉街。
凡在严管路段违反禁停
标志、标线的机动车，交警部
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
《湖北省道路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等规定，
给予罚款 100 元，记 3 分的处
罚。
对 出 租 车 、私 家 车 等 车
辆，需要靠路边停车上下客即
停即走，不妨碍交通的，不予
处罚。
为什么是这 9 条路段实
施交通严管？
“前段时间，我们
对城区道路进行了摸底，发现
温泉路、淦河大道、滨河东街、
滨河西街、幸福路、茶花路、月
亮湾路、双鹤路、玉泉街这 9
条 道 路 车 流 量 大 ，周 边 居 民
多，拥堵情况严重。”城区大队
负责人说，而且存在车辆乱停
乱放的情况，给市民的日常出
行带来了不便，也严重影响了
市容市貌和交通安全。
上午 8 时许，在城区温泉
路上，由东向西方向的机动车
道排起了长龙，放眼望去，整
条道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车
辆，尤为
“壮观”
。
在不远处的十字路口，几
名交警不时穿梭在车流中疏
导交通，打手势、转身、移步、
喊话……通过系列引导，拥堵
的车流缓缓而行，但分流的速
度却赶不上“候补”向前的车
量。
同样的景象还出现在城
区滨河东路和玉泉街，由于该
处附近企事业单位多，过往车
辆也多，在上下班的高峰期，
百余辆机动车排起了长龙。

为什么要实施交通严管

哪九条路将实施交通严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向车辆乱停亮红灯
城区九路段

近日，记者从咸宁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城区大队了
解到，我市将对中心城区 9
条路段实施交通严管，违者
将受到罚款 100 元、记 3 分
的处罚。
哪 9 条路将严管？哪
些行为将处罚？为什么要
实施交通严管？实施严管
后，市民要停车怎么办？8
日，
记者进行了采访。

据介绍，为了确保路面
车辆的通行畅通，市交警部
门不断增加路面执勤警力，
并采用手动控制信号灯和
路面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对
车辆进行分流，同时在部分
道路设置了潮汐通道缓解
交通压力。
针对路面上的一些不
文明出行行为，市交警部门
将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在全力疏导城市交通
的同时，持续加大对车辆越
道 行 驶 、机 动 车 随 意 上 下
客、行人不遵守信号灯、机
动车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
行为的整治力度，并在部分
道路中增设隔离栏，确保车
辆按道行驶，避免交通违法
行为所造成的交通拥堵。
9 条路段实施严管后，
市民要停车怎么办？市交
警支队城区大队负责人表
示，市民可选择路边已经施
划的停车泊位或周边的停
车场。
记者梳理发现：温泉路
中心花坛附近除了几家商
场地下停车场外，还有老中
心 医 院 、香 吾 山 公 共 停 车
场；淦河大道有老外贸公共
停车场；滨河东街老财校对
面公共停车场，以及路边施
划的公共停车位；幸福路有
温泉中心市场停车场；双鹤
路的市会议中心、市行政服
务中心、咸宁市规划展览馆
等均有公共停车位；月亮湾
路潜山脚下有两个公共停
车场；玉泉街有十六潭公园
停车场。
市交警部门提醒，请广
大驾驶员严格遵守交规，规
范停车，安全行车，共同营
造安全、畅通、有序的城市
环境秩序。

？

问民生
新闻追问

市民热议温泉中心市场改造升级 ——

“ 小 菜 篮 ”装 着 大 民 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10 月 28 日，温泉中心市场全新智慧
升级，惠及全城居民。
“走，去温泉中心市
场买菜！”成为近段时间咸宁城区街头巷
尾热议的话题。

改造升级赞不绝口。
“改造得好啊！过道干净清爽，市场
内无异味，门口大屏显示着当天指导菜
价和食品抽检结果，而且扫码支付方便
快捷，智能查询终端，快速农残检测，我
们买菜更放心。
”市民孙先生说。

菜场干净得像商场一样

“菜篮子”拎得更放心

听说温泉中心市场重新回归，不少
市民赶来打卡体验，踏进崭新的温泉中
心市场，大家忍不住惊叹道：
“ 菜场干净
得像商场一样。
”
12 月 8 日，记者来到改造一新的温
泉中心市场，市场在空间设计和内部设
施都得到全面升级。宽敞的过道、干净
光洁的瓷砖地面让人眼前一亮，市场内
部各功能分区明确，规划出了蔬菜区、冻
品区、生鲜区、豆制品区、禽蛋区、莲藕
区、粉面区、自产自销区等，摊位上的果
蔬都装在统一的箩筐内售卖，摆放得井
井有条。
“现在市场的环境真是好，你看市场
布局规范合理多了，以前水产区在进门
口，污水横流不说，多影响市场环境啊。
现在搬到了中间，听说还进行了排水和
换气改造，地上也看不到污水和污渍了，
腥味也闻不到了，心情好多了。”市民赵
女士家住在大楚城，每天都要到温泉中
心市场购买食材，她对温泉中心市场的

在温泉中心市场经营 10 多年的老商
户冯老板说，改造前市场内商铺杂乱不
堪，地上随处都能看到垃圾，水产区污水
横流，禽蛋区臭气熏天。一下雨，地面黑
乎乎的，一不小心还容易滑倒。
“ 如今市
场真是大变样，干净整洁不说，配套设施
还完善，
我们都感觉很满意。
”
“改造后的市场与以前相比，不仅硬
件设施方面明显得到改善，智慧型购物
更是一大特色。”商户钱老板一直经营冻
品，在温泉中心市场也经营了近 10 年。
他告诉记者，市场统一采用了智能溯源
电子秤，电子秤配有两屏，一面向商家，
一面向顾客，屏上可以看到商家的个人
身体健康信息、经营许可资质等。
“市民扫描购物小票下方二维码，手
机上就能出现了我们的营业执照、联系
方式、进货台账、商品溯源信息和农残检
测等信息，还可以针对购买体验给我们
打分评级。”卖豆制品的商户蔡老板说，
智能市场不仅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

王恬

放心，也让商户在进菜、卖菜的过程中更
加严格把控质量，
提高服务水平。
在温泉中心市场自产自销区，记者
见到了菜贩李老板，她告诉记者，自产自
销区不收任何租金，她家中自种的农产
品、干货等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售卖，只需
缴纳一些卫生费。
“市场改造升级后，
更加
人性化了。以前我们都只能在市场外随
便找个地方卖，天晴还好说，一到下雨下
雪，就无法经营。现在搬到自产自销区，
免费给个档位，
我们真的很感激。
”
配套设施更完善
咸宁城发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
责人程伟介绍，咸宁市温泉中心市场标
准化示范市场改造建设项目是经咸宁市
发改委立项，由咸宁城市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投资建设。项目改造面
积 7224㎡，投资 2490 万元，项目于今年 4
月份开工，10 月份完工。
改造后的温泉中心市场有利于优化
市场布局、完善市场功能、改善市场环
境，让市民实现“购物称心、环境舒心、食
品放心”
。
市场精选优质商户，严控进货渠道，
291 家摊位入驻建立商品进货台账，实现
产品动态监管。
杜绝短斤缺两，
让市民买的安心。市
场引进智能溯源电子秤统一管理，
杜绝作

弊，实时对使用状态远程监控，并将数据
接入市场计量监管平台，做到计量监管，
公平公正。
智能支付，为市民留心。市场农产
品安全检测、
安全防控、
安全追溯系统互为
补充，
通过农贸大数据平台的数据聚合，
每
日农产品的生产、采购、检测、商家等信息
实时采集并动态发布，
农产品信息一应俱
全，
有据可查。线上扫码支付，
让市民无需
排队等待。
追根溯源，让市民买得放心。市场
成立检测室，引进先进的智能农残检测
设备，对农产品快速检测，达不到标准要
求的果蔬一律不得进入市场。从“农田
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手段，保证市民餐
桌上的食品安全。
咸宁城发停车场投资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人曾杰介绍，为了缓解市场周
边交通压力，市城发集团在温泉中心市
场旁新增了城发中心市场停车场。
该停车场规划建设面积为 4810㎡，
结合车辆停放的便捷性和温泉中心市场
周边的停车需求，提供机动车停车泊位
122 个，提供非机动车停车泊位 120 个，
现已投入使用。

百姓话题

网友爆料：
近期，不少网友在咸宁论坛上留言反映，一些园林工
作人员在城区道路上“大刀阔斧”截掉了行道树的树枝，网
友疑惑，
好好的树枝为什么要截掉呢？
记者调查：
9 日，记者走在滨河东路上，看到部分道路栽植的行道
树树冠部分已经被完全去除，仅剩下树干及少许枝干。施
工人员正在对还未修剪的行道树进行修剪。
先用吊车将行道树枝干钩住固定，再用电锯逐一将枝
干锯下……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经过一番修剪，眼前一
棵枝叶茂盛的行道树很快被修剪完成。
记者采访了市园林管理处负责人刘良宏，他告诉记
者，这是对城区道路绿化树木进行保护性修剪，用来改善
人行路灯照明效果，排除交通安全隐患。
“我们今天来，是为了把这些遮挡驾驶员和行人视野
的枝条全部剪下来。别看只剪这几棵树，但工作量可真不
小。”修剪树枝的园艺工人告诉记者，
“ 我们首先要做好隔
离工作，提醒行人和驾驶员避让修建区域，以免掉下来的
枝条砸到行人。然后，再通过扶梯爬到指定位置，将枝条
全部锯断，并安全地放到地面上。最后，还要做好清理工
作。
”
记者现场看到，滨河东路周边绿树成荫，但过于茂密
的枝叶挡住路灯，
给行人夜间通行带来诸多不便。
为了方便市民道路安全通行，近期，市园林管理处组
织对城区主干道上的行道树进行了逐一排查，尤其对城市
照明采光进行了夜间排查，共发现约 100 多株高大乔木存
在影响交通信号标识和夜间人行道照明遮挡问题。
市园林管理处在不影响城区道路和植物正常生长及
树型的基础上，拿出了一对一的具体局部抽枝修剪方案进
行修剪。
刘良宏说，眼下，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各种树木也由
生长期转入休眠期，这个时候正是行道树修剪的最佳时
期。树木修剪期间，他们会安排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同时
提醒广大市民行人、车辆注意安全，以防树枝掉落砸伤。
市园林管理处和交警、供电、路政等部门长期以来建
立了灵活科学的工作机制，及时修剪保持树形，修剪后的
植物更加整齐、美观，
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品质和形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如何办理老年公交卡？
网友爆料：
近日，一城区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
不
清楚老年公交卡怎么办理，
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决疑惑。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记者采访市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得
知，目前年满 65 周岁咸宁市区居住的老年人，带上身份证
及个人登记照电子版，即可可在行政大厅枫丹公交公司窗
口办理老年人免费乘车卡，农村户口在市区常住，也可以
办理，但是必须去常住地方所管辖社区开具常住证明，方
可以办理，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
此外，针对不少老年人因为证件不齐等原因造成无法
年审的现象，记者采访市枫丹公交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部
门提醒，老年人公交卡办理后，需要一年一审，以办理日期
为准，一年后，要进行年审，否则将无法使用。年审时，需
要本人亲自去办理，还要携带二代身份证原件、老年卡，他
人不能代办。乘客应妥善保管好老年卡，如果卡不慎遗
失，可拨打枫丹公交专线电话进行挂失，然后到市政务服
务中心或者咸安区行政服务中心进行补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电动车无证驾驶如何处罚？
网友爆料：
近日，网民余先生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
自己的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蓝牌）在米德尔酒店（银泉大
道 58）被扣车了，交警表示无驾驶证将被扣车，同时处以罚
款 2000 元，拘留 15 天。想知道这样的处罚是否合理合规？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记者采访咸安区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得
知，根据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无论采用
何种驱动方式，车速超过 20 千米每小时且其最大设计车速
不大于 50 千米每小时的电动车，皆纳入机动车的范畴，需
要驾驶人拥有驾驶证及车辆牌照才能上路。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若无机动车驾
驶证，驾驶摩托车上路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查到，处
2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还可处 15 日以下拘留，暂扣
机动车；有机动车驾驶证，不包括摩托车准驾车型驾驶摩
托 车 被 查 到 ，属 准 驾 车 型 不 符 ，记 12 分 ，处 200 元 以 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暂扣机动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107国道咸安绕城段何时通车？
网友爆料：
近日，一城区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
他住在咸安区八斗角，因 107 国道咸安绕城段改建，导致大
货车都往老 107 国道咸安大道走，每天产生的灰尘重，而且
大车多，附近居民也多，存在安全隐患，想知道 107 国道咸
安绕城段改建工程什么时候建成通车？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市交通运输局有关工作人员回复称，107 国
道咸安绕城段改建工程是市委市政府重点项目建设“211”
工程之一，项目起点位于贺胜桥镇，与 107 国道武汉江夏段
对接，终点与 107 国道赤壁段对接。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路基宽 26 米，路线全长 36.84 公里，途径贺胜桥、横沟桥、官
埠桥、向阳湖、汀泗桥 5 个乡镇。项目于 2019 年正式启动
建设，
目前正在抓紧推进中，
预计 2022 年建成通车。
该工作人员表示，为了缓解目前咸安城区交通压力，
咸安区政府正在大修改造老 107 国道八斗角至古塘角段
（香城大道），以改善交通环境和保障安全，公安、交通部门
也对过境大货车进行了限制。建设期间带来的暂时不便，
也请大家给予理解和支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