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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违停被拖走怎么办？
网民报料：
我的电动车由于违停被拖走，但不知道应该去

哪里取回。取车具体地址在哪里？取车流程又是
怎样的？

记者调查：
记者从市城管执法委了解到，取回被拖走的违

停电动车流程有两种情况：（1）电动车有牌。车主
需要带上行车证到市城管执法委一楼违停窗口（银
泉大道539号）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随后，到行政
服务中心二楼城管窗口开具缴费单，再到行政服务
中心一楼农商行缴纳罚款；最后，到军超停车场内
（工业园元田实业北门）取车。（2）电动车无牌。车
主需要带上身份证和车辆合格证到市城管执法委
一楼违停窗口（银泉大道539号）开具行政处罚决定
书；随后，到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城管窗口开具缴费
单，再到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农商行缴纳罚款；最后，
到军超停车场内（工业园元田实业 北门）取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噪音扰民何时休？
网民报料：
我家住在天洁国际城，天洁国际城转盘处长期

噪音扰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行人车辆密
集，造成拥堵而导致喇叭声不绝；超市、便利店多，
且多设置广告扬声器，嘈杂刺耳；中心转盘长期有
广场舞活动且声音巨大，希望相关部门能管一管。

记者调查：
针对该网民的投诉，记者联系了咸宁高新区公

安分局，该局相关负责人说，接到网民反馈后，浮山
派出所立即对情况进行核查处理。民警随即前往
天洁国际城中心转盘，经调查，噪音来源确是车辆
喇叭，广场舞活动，商家促销等生活噪音。随后民
警联系各商家店铺负责人和跳广场舞的群众，告知
对方要多注意周边邻居的感受，尽量不要对他人造
成影响，坚决杜绝噪音扰民现象。

该负责人表示，经与跳广场舞的群众沟通后，
对方答应跳舞时将喇叭音量降低，活动早点结束，
尽量不影响小区内居民的正常生活。经与附近商
铺负责人沟通后，对方承诺将喇叭声音调小，播放
时间调整为早上8点30分到中午12点、下午14点
到17点，休息日期间减少喇叭播放量。接下来，浮
山派出所将进一步加大日常巡逻和夜间管控跟踪，
严防类似现象发生。若市民再发现类似噪音扰民
问题，可直接报警至浮山派出所处理（联系电话：
0715-8121281）。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随着2021年考研成绩陆续揭晓，有人
欢喜有人愁。

8日，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近年来，
我市大学生考研人数逐年上升。为什么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用人单位又是否青
睐高学历人才呢？记者进行了采访。

就业成考研主要因素

“从大三开始我就有考研的想法了，考
研初试我提前了6个月做准备，每天从早
上开始看书，一天至少花8个小时复习。”
湖北科技学院应届生小严说，为了考研，自
己花了很多时间，不过复习成果还不错，3
月底，他参加了合肥工业大学环境工程专
业的复试。

小严表示，选择考研主要还是担心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我本科读的是土地资源
管理专业，读研可以提升专业水平，从而毕
业后就业前景会更广阔一些。”

其实，像小严一样因为就业问题去考
研的人还不少。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一部分学生在求职或实习面试时遇到
过学历歧视，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自己本
科就读高校一般，希望通过读研改变“出
身”。

应届生小陈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参加

了考研。“现在找工作不容易，本科学历没
那么值钱了，如果不继续往上读的话，在求
职的时候，只能被企业挑，而无法选择心仪
的企业。”小陈说，寝室的其他同学都选择
了考研。

小陈表示，父母也非常支持她考研，大
学期间也没少向她提起。“我妈妈有几个同
事的小孩是研究生，他们平时聊天也会聊
起孩子学的专业和读的大学。”

用人单位青睐高学历

大学生越来越重视考研，用人单位对
此是如何看待的？招聘时学历是他们最看
重的方面吗？

“学历肯定是每个企业的岗位说明书
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学历可以证明求职者
的治学能力及理论知识基本功是否扎实。”
湖北三环方向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前华表
示，无论是基层操作岗位，还是管理岗位的
人员，都应该具备与该岗位相匹配的学历
教育经历，但学历绝不是衡量毕业生求职
的唯一要求。

“在招聘工作实践中，我们企业更看重
应聘者的专业技术能力以及在相关岗位的
工作年限，相对而言，经历和经验比学历更
重要。”徐前华说。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杨成告诉记者，他们一些技术研发类岗位
比较需要高端人才，希望招到硕士以上的
学历，但是他们会更看中求职者的专业和
能力。

“专业肯定需要对口的，其他专业学历
再高也做不了技术，另外就是要看求职者
有没有做过类似项目的经验，如果一个硕
士没有做过项目，但一个本科生做过，我们
可能更倾向于招做过项目的。”杨成说。

那么，学历会和工资挂钩吗？同一岗
位的职员是否会因学历差异而领到不同的
工资？

真奥集团负责招聘的相关负责人说，
如果同样是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
生，在入职核定岗位工资时，学历有可能会
影响到起薪，学历高的试用期员工工资的
确可能比学历低的高。

“不过在试用期结束，对试用期员工进
行考核后，公司就会根据实际工作水平重
新核准岗位工资，这就需要用工作业绩和
工作技能说话了。”

高校认为考研应因人而异

湖北科技学院国际学院院长刘晓华表
示，考研热确实与就业有关，有些专业确实

不太好就业，很多学生为了缓解就业压力
选择考研，而现在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太多，
竞争本就十分激烈，整个大环境让很多本
科生选择考研。

她也去外地某些高校进行过考察，发
现一些“985”院校的学生竟然大部分会选
择考研、出国深造，而本科只是一个过程。

“我们学校也比较重视考研工作，专门
为学生提供了考研教室，给考研学生一个
安静的学习环境。”刘院长说。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考研应根
据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特长、喜好
等方面来看，如果考研的方向与此相符，是
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但如果单纯是
为了更好就业而考研就不太有必要，研究
生也不一定就很好就业，这样考研也会很
痛苦。“大学生应该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能够‘择己所长，择世所需’。”

他还建议，大学生考研应该理性，不能
跟风考研，最好在大学期间就做好职业生
涯规划，对未来有比较清晰的目标。

大学生考研面面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百姓话题

普通话考试怎么报名？
网民报料：
我是一名社会工作人员，因为职业需要，想再

提升下普通话水平，但不知道怎么参加普通话考
试，在哪考，什么时候考也不知道，希望相关部门能
帮忙解决疑惑。

记者调查：
就网民咨询的问题，记者向市教育局咨询，市

教育局回复：2021年春季普通话水平测试社会考生
报名公告可详见市教育局官网。咸宁市本地户籍
或在本地工作的社会考生（非在校生）可以报名。
崇阳、通城两地的考生可到崇阳职业技术学校培训
中心一楼报名，其他社会考生到咸宁市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教育局窗口报名。报名费用50元/人。

报名时间为2021年4月12日-23日(周末不可
报名) 。考生可前往报名地点现场报名并缴费，如
在其他地区已报名请自行取消，否则会因重复报名
而导致无法参加测试。报名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复
印件（要求复印身份证号码面并写上本人工作单位
及联系电话）；户籍不在本地的考生，还须提供有效
期内的居住证或近3个月社保缴费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外地人能领独生子女费么？
网民爆料：
现咨询外地退休人员能在本地领独生子女费

么？是否要等到55岁，有没有相关政策?
记者调查：

“我今年50岁，以前在武汉市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上班，现已退休。”网民熊女士表示，自己在
武汉办理退休的时候人社部的同事告知拿着退休
证到户籍所在地社区可领独生子女费3600元。

但3月31日上午，熊女士拿着退休证到温泉岔
路口社区拿独生子女费，被社区工作人员告知因她
在武汉退休，要等到55岁跟无单位人员一起拿。

“我就想知道相关政策，是不是还要再等五
年。”熊女士说。

对此，温泉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咸安区落实城镇居民独生子女年老父母奖励实施
意见》(咸安政办发[2012]149号)，具有咸安区城镇
户籍的独生子女父母，依法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或《独生子女证》，女方年满55周岁、男方年
满60周岁，没有享受县属以上集体企业退休职工奖
励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奖励的乡镇企业人员、
其他所有制企业人员、城镇无业居民，经资格确认
后由咸安区财政落实3500元计划生育奖励金。

熊女士在武汉工作并退休，需提供未在武汉享
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的证明，年满55周岁后，
可向居住地社区申报办理计划生育一次性奖励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新闻追问
问城建

老旧小区迎来“春天”
7日，雨后初晴，空气中传来阵阵花

香。毗邻繁华的城区，温泉滨河西路上的
淦河财苑几排淡黄色的楼房掩映在繁茂
的桂花树中，静谧端庄。很难想象这是一
个有着20多年房龄的老旧小区，时光仿佛
在这里定格了。

小区里，文明标语随处可见，垃圾分
类桶整齐划一地摆放，居民或三三两两坐
于楼下聊天，或在棋牌室中一起欢度时
光，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立于眼前。

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居民朱封平，
悠闲地在小区楼下散步。他告诉记者，昔
日每逢下雨，污水流出，路面还不平整，小
区环境与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极不相
符。房屋破旧，设施老化，环境脏乱，很多
人搬离了小区或把房子出租。

去年，淦河财苑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
针对小区存在的问题，对外墙进行粉刷，屋
顶做好防水，更换下水管，新增阳台落水
管，整修道路，老小区焕发了新生。

“改造后的小区，路面干净整洁、墙
面清爽漂亮，屋顶漏水等老大难问题也
解决了，现在闭着眼睛都可以走了，以前
住在这里闹心，现在住在这里很舒心。”
淦河财苑居民钱桂琴告诉记者，原来想
搬走的居民留下了，想卖房子的也卖到
了好价钱。

“政府没有忘记我们老小区的居民，真
的是为我们办了大实事。”采访中，淦河财
苑的居民们动情地说。

淦河财苑的蜕变只是我市老旧小区改
造的一个缩影。2019年，市政府出台《咸宁
市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建立工作专
班，全面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据统计，2019年至 2021年，全市共
计313个老旧小区（258个项目）申报纳
入了中央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截至目前，已改造完工101个小区，107
个小区改造正在施工中，132个小区正在
开展前期基础性工作。

党建引领温暖民心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面子要好看，
里子更要暖人心。”看着改造后的小区
面貌一新，咸安区浮山办事处负责人喜
上眉梢，他说，如何将改造后的老旧小
区保持好、管理好是他们一直探索的课
题。

记者来到咸安区十六潭社区清水别
苑小区，看到小区住户刘洪涛正在后院整
理各式各样的盆景，这些树桩盆景。有的
盘根错节，亭亭玉立；有的枝展叶舒，婀娜
多姿，在微微细雨中越发轻盈可爱，青翠
欲滴。

清水别苑小区后院原来有一块荒地，
杂草丛生，小区住户常年习惯性把各种生

活垃圾丢弃于此，气味难闻，无人管理。
退休多年的67岁的刘洪涛自筹资金4000
余元，购置100多盆绿植，绿化小区环境，
让这片垃圾堆彻底大变样。

“我就是想着把小区的环境变好些，
大家住着心里也舒服，自己种种花草也能
陶冶情操。”刘洪涛笑着说。

清水别苑小区位于十六潭社区温泉
茶山巷，建于2008年，常住居民80户241
人，人员结构比较复杂。多年来，该小区
无物业管理、无人防物防，小区基础设施
不到位，“脏、乱、差”。

去年，该小区改造完成后，环境大变
样。可是因为是三无小区，如何保持良好

环境，一直困扰着小区居民。
当时，在街道、社区的指导下该小区

成立了党支部，61岁的张琼原是郭林路小
学副校长，已退休多年，被推选为该小区
党支部书记。她充分发挥老干部经验优
势，从扮靓环境、文娱生活、睦邻友爱着
手，坚持党建引领自治。

“以前小区垃圾到处成堆，没人清洁
管理，生活环境苦不堪言。”张琼说。

党支部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小
区停车位的问题，张琼带头捐出1000多
元，多方筹资3万余元，将小区荒草遍地的
绿化带改造成停车场，小区停车位多了，口
角少了，大家心气也顺了。

去年底，小区党支部把群众反映的
“无路灯、无健身器材”问题，向十六潭社
区反映，争取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为清
水别苑小区安装了路灯和一批健身器材，
污迹斑斑的墙面也粉刷修缮了一番。

小区门口废弃的门岗楼重新装修，建
成小区便民活动室，大家休闲聊天有了好
去处。

记者了解到，“党建引领”“红色物业”
已是我市老旧小区升级的一面旗帜。截
至目前，城区678个小区党支部建设和第
一书记选派实现全覆盖，有事找社区、有
难找支部成为市民的不二选择，基层社会
治理由此大提效。

居民自治共享幸福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我市老旧小

区改造，不是政府“独唱”，而是吸引各种
力量参与，实现“大合唱”。如今老旧小区
里，一群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通过“自
治”的形式管理小区。

当日，记者还来到温泉办事处桂花路
社区物资小区，地面干干净净，绿化带里
没有杂草，车辆规范停放……住户们说，
这个曾经“无人管”的老旧小区得以旧貌
展新颜，自治管委会的志愿者们功不可
没。

以前小区“脏乱差”不说，还接二连三地
出现偷盗现象，因此，成立自治管委会成为

广大住户的共识。2019年，由沈行光牵
头，小区志愿者王朝松、王剑南等7人联合
组织成立了自治管委会。

“我们是义务劳动，一分钱不拿。”志
愿者王朝松笑言。

有了自治管委会，志愿者们充分发挥
带头作用，带动居民自觉参与到小区管理
当中。

王剑南心直口快、敢说敢做，大家一致
推荐他负责小区管理——环境整治、门卫值
班、卫生保洁等事务。

“既然答应了，就必须迎难而上。”王剑
南上任后，首先从治理环境卫生开始，清扫

垃圾、清理擅自种在绿化带里的蔬菜以及
杂草……许多业主积极配合参与其中。

“参与志愿服务的第一个月，是大家
最辛苦的时候。”王剑南说，环境卫生大整
治结束后，剩下的活靠自治管委会的志愿
者们做。一个月时间里，光清理的垃圾和
杂草，用货三轮清运就装了10多车。现在
小区一改原来“脏乱差”的状态，变得整
洁、有序、文明、安全了。

随后，为解决外来车辆随意进出小区
的问题，小区安装了车辆道闸；为规范小
区车辆多、停放难的问题，根据场地特点，
志愿者们规划出了停车位……自治管委

会的一系列举措，推动了小区各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

据了解，我市持续壮大小区志愿者队
伍，按照每30至50户1人的标准，从小区
党支部成员、党员楼栋长、党员中心户、居
民代表、物业工作人员等群体中发现培养
一批骨干志愿者，常态化参与小区治理。

“有了自治管委会，居民就有了主心
骨。”桂花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吴晓丽说，这
样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更强，参与度、积极
性更高。大家都把小区公共环境当做自
己的家来打理，获得感、幸福感自然就提
升了。

让居民幸福感更强
——看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升级如何按下“快进键”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杨静

7日，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全市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库涉及改造小区583个，预计投资
44.26亿元，2019年，我市全面启动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

老旧小区改造情况如何？当日，记者前往市
区部分老旧小区一探究竟。

老旧小区改造后老旧小区改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