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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种全新的唱K模式已在咸宁
悄然流行开来，那就是“电话亭”KTV。电
话亭式的外观，里面由一台点唱机、两副头
戴式耳机、两只话筒、两个高脚凳组成，可
供两人同时唱歌及录歌。

记者了解到，目前咸宁一些电玩城、电
影院、商场等地方都引进了这类KTV，吸
引了不少客人光顾，其中多以年轻消费者
为主。

“电话亭”KTV可唱歌还可录歌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城区同惠购物广
场，只见该商场2楼电梯旁有两台“电话
亭”KTV供消费者娱乐，虽然正值下午，但
仍有几位年轻人在此唱歌。

当消费者离开后，记者进入了一个“电
话亭”，将玻璃门关上并拉上两侧的窗帘
后，这就是一个隔音效果良好的完全封闭
的空间，既不会被外界打扰，也不用担心唱
歌的声音打扰到其他人。

记者看到，使用此类KTV需要微信扫
码登陆，随后就可以利用微信支付唱歌费
用。相比起传统KTV，该KTV的收费相对
较高，价格为8元/首，15分钟套餐为22元，
半小时套餐为40元。登陆微信后，记者发
现该KTV还设有新人特惠、抽奖等优惠活
动。

随后，记者点了一首歌，点歌步骤与传
统KTV基本一致，但歌曲种类和数量相对
较少。唱完一首后，可以感受到该KTV的

音质较为清晰，且歌曲会自动上传到微信，
消费者可以分享到网络上，十分方便。

记者体验结束后，市民艾女士正准备
进入“电话亭”KTV里唱歌。“平常还是挺
喜欢去KTV唱歌的，但是人少去KTV不
方便，以前在电玩城玩过类似的机子，想唱
几首就唱几首。”在简单了解价格后，艾女
士表示价格可以接受，“在商场里玩这个就
是消磨一下时间，不会唱很久，所以一首歌
几块钱也不算贵。”

之后，记者又走访了市内几家电玩城，
发现基本都配有这种KTV，不同的是，电
玩城内的“电话亭”KTV都是用游戏币计
费的，单首的价格为2至3个币，一小时的
价格从20至45个币不等。

莫先生是这种KTV的常客，他说：“平
时在家里只能用唱吧等软件录歌，但是又
不敢唱得太大声，在这里就可以尽情唱，设
备也不错，我一般和朋友一起来，一唱就是
一小时。”

赢得年轻消费人群青睐

记者了解到，这种“电话亭”KTV进入
咸宁其实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但是从
去年开始才陆续进入商场、电影院。

温泉沃尔玛负一楼内电玩城的工作人
员介绍，“电话亭”KTV是去年底购买的，
一直是店里的热门机型。“从下午5点开始
到晚上10点是高峰时段，特别是晚饭过后
和周末、节假日，很多人都会在机器门口排

队。”他说，从收到的游戏币数量来看，这个
机子也一直在纯玩类机台里排名前三，确
实很多人是因为喜欢这种KTV才来电玩
城里玩或办会员卡。

记者从咸宁万达广场了解到，“电话
亭”KTV确实会起到吸引人气的作用，而
且还可以为客人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地
方。“很多人逛街累了，或者电影还没开始，
在商场内等人，都可以利用时间间隙去唱
一两首。”该商场一位工作人员说，如今商
场已有4台“电话亭”KTV，预计接下来还
会继续增加机台数量。

使用“电话亭”KTV的都是哪类人群
呢？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
这种KTV还是比较受年轻、时尚的人喜
爱，女性占比较大，周末、节假日很多学生
也会选择来唱歌。“消费者以年轻人居多，
因为KTV风格、形式都比较新潮，他们休
闲娱乐时间也比较多，而一个包厢大小有
限，所以一般都是情侣和闺蜜来唱。”

等待经济瞄准碎片化时间

负责“电话亭”KTV咸宁市场推广的
相关负责人介绍，机器设置地点通常是
商业体、电影院和游戏厅。传统的KTV
消费者是带着目的性而去，而这种模式
的KTV是属于破碎性时间消费，放置在
商场内和电影院内都可以满足消费者短
暂需求，让他们在等待时可以有地方休
闲娱乐。

记者采访中发现，除了电话亭KTV,
还有共享按摩椅、抓娃娃机、睡眠盒子、自
助榨汁机等无人经营设备也是当下人们打
发等待时间的新选择。

业内人士分析，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将
现代人的生活切割成一个个时间碎片。“等
待经济”瞄准的正是现代人碎片化的消费
需求以及对体验性消费的偏好。

“不同的碎片，需要不同的体验性业态
来满足。以前可能人们会用一大块完整的
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但是现在，一次外出可
以既尝了小吃、又抓了娃娃、还能有时间再
去看一场小演出，而不再是一整个下午都
在逛街。”该负责人说。

“与其说是‘等待经济’，不如将视角放
大，这其实是碎片化体验时代的来临。”同
惠国际广场刘经理说，以往，碎片化的时间
如同“鸡肋”，消费者没什么好选择，商家也
做不出大文章。现在，互联网新业态、新型
支付方式的快速发展，为丰富、整合碎片化
时间提供了更多可能。

“等待经济”就是对准了消费的空白
点，提供了新选择，也收到了不错的效
果。这也提示商家，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
下，要跳出既有思路，挖掘新需求、打造新
亮点。

“电话亭”KTV悄然兴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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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私家车保有量不断
增加，小区停车位成了稀缺资源。相对于新建小区在建
设之初便设有地下车库可以缓解车位“一位难求”的情
况，一些老旧小区由于公共区域小、车位规划严重不足，
使得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咸宁老旧小区停车难怎么破解？13日，记者前往市
区部分老旧小区进行了采访。

“抢车位”大战愈演愈烈
城区老旧小区每天都上演着真实版

的“抢车位”大战。
家住温泉月亮湾花园的居民胡晓每

天下班回家就到处在小区内寻找空车位。
“平时我基本上一下班就准时回家，

但是碰到加班或者和朋友聚餐，回来就晚
了，小区一圈转下来都找不到一个车位。”
胡晓说，一般到了晚上7、8点，小区里的车
位都停满了，有时只能停在小区门口商铺
的停车位里，“而且车子这么多，上下班高

峰期的时候小区门口特别堵。只要天气
适合，我都不愿意开车去上班。”

胡晓的经历并不是个例。
家住淦河财苑的朱先生上班地点在

咸安区长安大道，每天下班比较晚，最让
他郁闷的是，每次找车位都耗费了大量时
间和精力。

“我从永安城区开车回家在路上已经
用了半个多小时了，本来人就特别疲惫，
可是往往找个车位还要花十几二十分钟，

而且有时开到很远才有地方停，真是心很
累！”

车作为代步工具带来了便利，殊不
知，与日俱增的小车数量和车位有限之间
的矛盾让停车成了负担。

在城区，像月亮湾花园、淦河财苑
这样停车难的老旧小区比比皆是，温泉
中心花坛一带，车位难求的情况屡见不
鲜。

采访中，不少老旧小区的居民向记者

抱怨道，一到晚上就不敢开车出门，就怕
再回来车位被别人“抢”走了。

根据走访情况来看，咸宁大部分老旧
小区之所以停车难，大都是因为缺乏足够
的停车位，在规划建设时缺少前瞻性，居
民的车不得已只能停在公共空地上。小
区里的车位数无法满足居民停车需要，周
边道路两边甚至人行道上都停满了车，所
以回家找到一个合适的车位成了许多老
旧小区居民一下班的当务之急。

增设车位仍收效甚微
在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升级工作中，合

理利用小区闲置区域改成停车位，在全体
小区业主同意和支持下，可以适当改造绿
化增加停车位。

“2019年到2021年期间，城区共申报
99个项目（148个住宅小区）纳入国家支
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截止目前，已
改造完成 84 个小区，累计新增停车位
2086个。”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

月亮湾小区是拆迁安置型社区，共有
住宅房近300多套，入住户达91户，近千
人。月亮湾小区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彭经
理介绍，他刚接手小区管理的时候，该小区

的车辆数并不多，从前几年开始，私家车突
然一下子多了起来。

“现在情况更加严峻，而且数量还在逐
渐攀升，以后停车位的缺口会更大。”彭经理
认为亟需增设停车位来缓解居民停车压力。

“2016年，我们对小区车位进行了改
造。”彭经理说，改造工程完成后，将小区
内的消防通道拓宽一米，同时也将为小区
新增60多个停车位。

除了规模较大的月亮湾小区，咸安区
尚书名府小区作为比较典型的次新小区，
同样深受停车难问题的困扰。从2011年
开始，物业公司经与业委会多次协商，逐

年改造车位，增加了200多个停车位。
改造后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新设的

停车位在解决停车问题的同时提升了小
区宜居环境。但是好景不长，车辆的激增
很快又让车位数趋于饱和。

车辆为何会增长这么快？市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分析道：“其一，很多业主是有
车库的，为了有利可图，不少车库后来改
造了出租住人，所以这部分人的车就会停
在公共车位上；其二，随着经济条件的好
转，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不满足于一辆私
家车，尤其是家里有适龄结婚的子女，也
会考虑给他们配备一辆，如此算来，这部

分家庭每户至少需要两个车位。”
由于车位紧张，因停车产生的摩擦也

时有发生。
“小区停车位只有那么多，有些脾气

火爆的业主常常会因为抢车位而发生口
角。”咸安区银泉大道御龙花园保安张师
傅举了几个例子，有的业主会把车停在别
人车库门口，车库里的车就没办法开出
来；还有的业主将车停在广场周边，其他
居民想休闲一下都不方便。

“业主每次产生摩擦就会找物业，我
们也是很难办。”负责该小区物业的工作
人员无奈地说道。

疏堵结合破解停车难题
市住建局物业科负责人表示，小区停

车位不足，究其原因是老旧小区建于2000
年前后甚至更早，当时没预见汽车的增长
速度如此迅猛，导致在规划上缺乏车位的
设计。私家车争夺和无序停放，造成了公
共资源被侵占，同时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
患。

针对这个问题，市住建局组建工作专
班，制定并下发《关于开展住宅小区物业
重点工作督办检查通知》，开展全覆盖专
项整治检查。截至目前，工作专班已完成
市城区263个住宅小区的督办检查工作，
查处停车问题小区101个。

针对存在的问题，市住建局和小区业

委会一起，采用疏堵结合的方式解决停车
难题，分类施策扩增量，积极引导市民规
范停车。

老旧小区增划停车位。以老旧改造
为契机，重新整合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设
备，通过拆除违建腾退空间，增设小区停
车位。截至今年2月底，累计新增停车位
2086个。

充分挖掘住宅小区停车潜力。在充
分尊重业主意愿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绿化
空间、优化小区布局等措施挖掘停车潜
力。截至今年2月底，已有23个住宅小区
通过调整绿化空间、拆违等方式新增停车
位836个。

住宅小区公共道路停车位划定。市
住建局联合消防部门在不堵塞小区消防
救援通道、不影响小区正常通行秩序，且
征得广大业主同意的情况下，督办物业企
业对小区内公共道路进行停车改造，增设
停车位。截至目前，增设小区道路停车位
1100余个。

推进“智慧小区”信息化建设。市住
建局正在积极构建“智慧物业”信息管理
平台，全面打造“基础数据完整，资源信息
共享，问题分类处置快捷”的监管服务系
统，推动实现市城区住宅小区停车资源信
息动态管理，实现闲置停车资源共享。

此外，他们还借助“红色物业”全覆盖

之势，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力推进住宅
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三方联动，积极
引导小区业主自觉维护停车区域车辆管
理秩序，形成共管共治的良好氛围。

“已经划定的停车位之外，不能在主
干道路面上停放车辆；非本小区住户的车
辆，包括住户来访亲友的车辆，在小区车
位饱和情况下谢绝进入；每天晚上高峰期
在小区停车位已全部饱和的情况下，对未
进入小区业主的车辆也要谢绝进入，以免
堵车，确保主干道畅通。”咸安区桂花城保
安朱师傅说，这些措施的实施，对维护小
区正常秩序，缓解小区停车难、行车难的
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老旧小区停车难怎么破？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玉泉校区到天洁专车为何停运？
网民报料：
我家孩子在咸宁市实验外国语学校玉泉校区

上学，之前枫丹公交开通了了从玉泉校区到天洁专
车，惠及了很多居民。但是近日该路线停运了，那
么孩子上学怎么办？

记者调查：
就该网友提出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市交通局，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解决玉泉校区出行难问
题，2020年10月，枫丹公交是根据教委、市交通局
和外国语学校的要求开通了玉泉校区到天洁校区
的定制公交，公交公司为了方便学生，把公交车开
到校门口，为学生出行安全提供便利。

3月31日，市交警部门下达整改通知，认为该
定制公交线路存在安全隐患：公交车不是校车，不
符合接送学生硬件条件，不得在学校门口接送学
生，要求该线路停止运营。市教委、咸宁市实验外
国语学校、枫丹公交与市交警部门协调无果，于4月
6日停运。

市枫丹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定制公交是
乘客提出需求和客流情况，公交公司设计最优线
路，根据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向提供服务，公交驾
驶员都是取得国家认可A1证驾驶资质的，公交车
也是经过公安职能部门检验合格，有资质的公交运
营车辆。枫丹公司将汇总数据，做好退票处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摊贩高音喇叭扰民何时休？
网民报料：
我家住在温泉城区幸福路大楚城，大楚城正大

门旁边100米的摊贩卖猪肉，每天早上6点用高音喇
叭叫卖，噪音扰民，十分影响居民休息。希望相关
部门能够管一管。

记者调查：
联系市城管执法委，该部门工作人员说，他们

已经接到该网友投诉的消息，现已安排人员进行调
查处理。

该工作人员表示，经过调查，幸福路大楚城附
近确有一户流动摊贩长期在此占道经营，对附近居
民造成了影响，市城管执法委执法队员前期已多次
进行劝导并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但该商户长期占道经营屡教不改，所以，市城
管执法委执法队员已现场将其违章占道音响进行
先行保全。后期，市城管执法委将依法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程序。同时，将进一步加强市场周边管理工
作，切实维护好市民的“菜篮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医保转移何时办理？
网民报料：
我之前一直在外地买的社保医保，2020年10月

份满60岁，后来将社保转移到了赤壁并继续缴纳，
医保余额有一万多，也一起转移到了赤壁，医保已
在11月份转入到赤壁，状态为成功转接。但现在都
4月份了，还是不能用医保卡（办理转移时赤壁发的
新的医保卡），说是医保卡内的钱还未到账。不知
道还需要多久可以在赤壁正常使用医保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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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向赤壁市医疗保障局

咨询，经核实了解以及咸宁市社会保险信息系统查
询，该网民于2020年10月起，作为灵活就业人员身
份，参加了赤壁市的职工医保，目前已缴费至2021
年6月，在赤壁参保的医保个人帐户已正常到帐，从
外地转移到赤壁的医保个人帐户尚未到账。

经进一步核查，赤壁市医疗保障局财政专户于
2020年11月收到一笔来自深圳市医保保险基金管
理中心金额为16088.58元的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
单，由于该单上面没有注明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码，该局无法将这笔资金分帐，待该网民提供外地
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有本人齐全信息的拨款凭
证后，该局将及时予以分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双鹤桥头红绿灯设计不合理
网民报料：
双鹤桥头红绿灯设计不合理，通行效率低下。

在长安大道双鹤桥桥头十字路口，往温泉方向去的车
道有四个，分别为一个左转车道与三个直行车道，当
从长安大道往咸宁大道东左转的车辆较多时，会排满
整个双鹤桥，而左转车道旁边的直行车道因为被需要
左转的车辆挡住，直行的车辆也进不去。

记者调查：
对此，咸宁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双鹤桥

于1990年8月建成至今有30多年，已不能满足当
前车辆的正常通行，近几年双鹤桥十字路口其他三
个方向都得到了相应的改良拓宽，只有长安大道往
淦河大道方向双鹤桥头是瓶颈路口所以无法改良。

目前双鹤桥桥面单向只有三个车道，需要通行
掉头、左转、直行、右转四个方向的车辆。通过桥头
后路面向左侧拓宽了一个车道，才有四车道，因直
行方向交通流量非常大，调头和左转车辆相对较
少，所以在红绿灯路口处仍只设置一个左转并调
头。相关部门根据该路口路面环境和交通流量的
实际情况，提高路口的总体通行效率，该方向的灯
控采取:直行、左转同时一-左转停直行继续一一同
时放行对向直行车辆。如果将左转车道旁边的直
行车道改为直行加左转两用车道，该车道的左转车
辆将会挡住直行车辆。因双鹤桥桥头是瓶颈路口，
高峰时段左转与直行车辆拥挤在一起，当左转和直
行同时方向后会迅速得到缓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