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规范管理共享电动车，达到“治标又治本”的效果，
不少网民朋友提出了建议。

网民“领悟”说，共享电动车出行随意停放乱象，终究还
是部分市民忽视道路交通安全，贪图便利造成。相关部门可
以通过指定共享电动车停放地点，并对不按定点停放的使用
者进行适当处罚的方式，来引导市民规范停车。

“我认为，咸宁各职能部门要加大管理力度，除了对不规
范停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进行整治外，还要形成管理机制，
对运营企业提出加强停放秩序管理，按位规范停放，优化技
术监管，解决车辆停放定位误差问题等监管要求。”网民“香
格里拉”说，企业也可以建立具体化的诚信制度，对于多次违
规停放用户，可将其拉入黑名单。

网民“临东城”认为，想要杜绝共享电动车停放乱
象，首先应培养用户的良好使用习惯，其次企业也可通
过实名制方式，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从而进行规范化的
管理。

“运营企业要更快更有效解决当下共享电动车停放难
题，相关部门也要正式推出完善的规范停车方案，大家要共
同来研究既满足共享行业监管要求，又大大降低运营企业技
术研发成本的方案。”网民“世杰”说。

也有部分网民为骑行用户发声。“不仅仅是共享电动车
乱停乱放，有时候机动车在停车时也占用了非机动车道。”网
民“微笑天使”认为，无论是共享电动车还是机动车，都应该
文明规范停车，各行其道，“咸宁非机动车骑行条件与共享电
动车的庞大数量并不匹配，建议交警、城市规划等部门在决
策时充分考虑非机动车骑行的需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整理）

网民支招

百姓话题

近年来，社区居民养宠物犬的越来越多。但一些不文明
养犬行为，也带来了粪便不处理污染环境、犬吠扰民、遛狗不
拴绳吓人等诸多问题。

文明养犬是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争做文明养犬人，创建
人犬和谐的美好家园，是每名养犬人的责任和义务。

狗屎不处理让人反感

“带着孩子在小区花园边踢球玩，不知什么时候球上就沾
上了狗屎，鞋子差点就弄脏了……”8日，家住咸安区鄂高附
近校区的市民吴女士，提起几天前遇到的事仍有些气恼，“做
个文明的‘铲屎官’就那么难吗？”

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天她看到一个犬主带着泰迪
在路边绿化带处方便，没有收拾转身就走。她过去劝，泰迪的
主人并不买单：“我的狗明明是给草地施肥。”

刘女士摇了摇头告诉记者：“同样作为养狗的人，很反感
这些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如果犬只携带狗瘟或者其他人畜共
患的传染性疾病，粪便再被狗狗或者小孩子接触到，就很容易
影响健康。再者被其他市民看到，还容易引发对全部养狗群
体的否定。”

记者在十六潭公园里沿着鹅暖石铺就的小路慢行，发现
路旁的草丛内存在几处狗屎便。负责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告诉
记者，他们在清扫的过程中经常看到留在马路边、人行道或者
绿化带里的狗狗屎便，很是不雅观，也给清扫增加了难度。

“经常带孩子到街边小广场玩，小狗随地大便，我的孩子
就不止一次踩到过。既然爱狗、养狗，就不能只想着狗的好，
却连带条绳子牵狗、带个塑料袋捡狗屎便的辛苦都不愿意付
出。”市民朱女士说。

大半夜犬吠扰人休息

每天晚上11时后，城区御湾酒店旁的大桥李巷城中村
里，居民任爹爹都会听到附近一只狗的吼叫。“躺在床上刚刚
入睡，一听到狗叫立马清醒了，再也睡不着，别提有多烦！”

“狗叫扰民的事多了去了！”附近居民李先生一提起养狗

就生气地说，往往一只狗叫起来之后，会产生连锁反应，其他
狗也跟着汪汪汪跟着叫，而且越叫越凶。

“我们家里有老人，被狗吵得没法休息。我去跟狗的主人
商量，结果被回怼‘它叫不叫关你什么事’，差点就动起手来。”
李先生说。

“晚上养狗的居民没有把狗拴好，或者白天没有带它出去
散步，狗就会在晚上吼叫，所以犬乱吠还是犬主人的问题。”市
民孙大爷说，有时他会劝导市民文明养犬，“养犬人会说我多
管闲事，或者直接不理我。”

有市民说：“现在很多人怕狗，其实并不是狗可怕，而是人
没有管理好狗，让狗背负了恶名。”爱狗就要给自己的狗狗做
好免疫，不要给他人造成麻烦。

也要市民说：“我不反对养狗，只要狗不叫、别扰民，我没
意见；但在公共场所，就该遵守公德和公共秩序。”

采访中，记者发现小区半夜乱叫的狗大部分是流浪狗。
“养狗就要对它从一而终，不能随意遗弃。”市民阮女士认为，
狗是一条生命，养狗要经过深思熟虑，不能因为狗生病而抛弃
它，也不能因为自己不方便就遗弃它。

遛狗不栓绳隐患重重

每天清晨和傍晚，是人们散步、锻炼的高峰时间，同时也
是犬主人遛犬比较集中的时段，因而遇到宠物犬是常有的
事。但遛犬不拴绳，往往会给人们造成困扰，特别是对有小孩
或老人的家庭。

市民吴女士每天傍晚都会到小区花园遛狗。她发现，居
民在小花园遛狗的时候，有的会把束犬链（绳）解开，有的原本
就没拴绳，任由狗在草坪上撒欢打闹。有时候，这些狗还会跑
到花园的小路上，这个时候，很多散步的居民只能远远绕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拴绳的养狗人，多认为自家的狗温
驯听话，不会咬人。不养狗的人，看到有人遛狗不拴绳，大多
选择绕道走开而很少投诉或报警。“劝阻也没用，狗主人还会
跟你急，甚至发生言语冲突。”吴女士道出了自己的担心。

居民段女士回忆起女儿被宠物犬追赶的情景，至今还心
有余悸。6月2日傍晚，段女士带女儿在小区散步，当女儿路
过一只宠物犬身边时，宠物犬突然跑向段女士的女儿，孩子吓
得边跑边哭。这只宠物犬没有拴绳，还好小区的邻居及时帮
忙制止了。

“我和老伴每天早晚都会散散步，有时遇到没牵绳的宠物
狗，我们都是避开它走。很反感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居民饶
奶奶说，“不牵绳子，你家的狗是自由了，可是别人家的小孩却
要被吓到了。”

湖北瀛平惟合律师事务所王慧律师表示，现今饲养宠物
的人越来越多，饲养的宠物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需要注意
的是，一些宠物的饲养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饲养了禁止饲养
的宠物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即便是正常饲养的宠物，也应当妥善管束，避免对他
人造成伤害。

文明养犬，怎么就那么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在市区的大街小巷，美团、青桔、哈
罗、小鱼等品牌的共享电动车随处可
见，它们给市民短途出行带来方便的同
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市容市貌以及道路
畅通。

从6月1日起，市城管执法委开展
共享电动车乱象治理行动，旨在达到共
享电动车停放有序、文明骑乘的目标。
整治行动赢得市民赞许。

新闻追问
问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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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报销为何与政策不符
网民报料：
根据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的《湖北省

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
并实施意见》鄂医保发﹝2019﹞42 号文件上
（三）生育待遇支付1、生育医疗费用。符合
生育政策的生育医疗费（包括产前检查费，
分娩医疗费）、计划生育的医疗费（包括职工
因计划生育实施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人
工终止妊娠，输卵管、输精管结扎手术等所
发生的医疗费用）。为什么我走生育险报销
就只剩报住院医药费了？

记者调查：
经电话沟通了解，该网民是我市灵活就

业参保人员。对此，市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
回复称，根据咸宁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
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工
作的通知》咸医保发【2019】33号规定，“灵活
就业人员不参加生育保险，个人参加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费率不变”、“参加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享受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期间，符合生育政策的生育医
疗费用，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按照单位职工
生育医疗费支付标准执行”，该网民的妻子
生育小孩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报销，不享受
生育津贴。

而根据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
套政策的意见>有关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
咸人社文【2018】134号规定，“参加生育保险
的女职工生育政策内二孩及以上，每年每人
补助300元用于孕期保健服务，由生育保险
基金支付。”，由于该网民妻子是灵活就业参
保人员，没有参加生育保险，所以产前检查
费也不能纳入医保报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咸宁一小区延期交房谁来管
网民报料：
香城梦苑开发商销售楼盘时承诺的开

放式阳台未实现，合同约定于 2020 年 12 月
31日交房，由于疫情原因，开发商第一次推
迟到2021年5月20日，但5月20日也未能按
照约定进行交房，现在又推迟到8月20日，可
否申请退款。

记者调查：
对此问题，记者联系到咸宁市住建局，

该局工作人员回复称，接到网民投诉后，该
局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往项目现场组织开
发企业陈姓负责人与业主进行沟通。

目前双方协商解决方案为：香城梦苑小
区于2021年8月31日交房，如届时未交房，
则按照逾期天数每天向各业主支付购房合
同总价款的万分之二违约金；2021年1月1
日至2021年8月31日交房违约金，由地方
法院按照原购房合同相关条款判决执行。

关于退房退款问题，住建局表示业主与
开发商属于合同关系，退房退款需由双方协
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申请仲裁或向人民
法院起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整理）

三胜首府建设与承诺不符
网民报料：
我们家 2019 年在咸安区三胜首府购买

了商品房。现在发现房子有以下问题：一、
房子做起来跟当时买房看的沙盘不一样。
二、开发商承诺的环境，做绿化跑道，小孩游
乐场没有实现。三、小区有好几个口子未封
（除大门、后门外）当时购买时说只有两个
门。四、厕所有的做了下沉，有的没有做下
沉。希望相关部门核实。

记者调查：
对此，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回复称，经调

查处理，针对该网民反映的四个问题，该局
约谈了开发商相关负责人。据该负责人回
复，空调机位积水问题，开发商已着手在整
改。卫生间吊顶问题，开发商正在按设计图
施工。小区东边没封的两个门，近期会封起
来。小区健身跑道、儿童游乐场施工方已经
确定，只要天气好，6月中旬会施工完成。小
区景观喷泉问题，因考虑安全等问题，开发
商做了规划变更，改成了景观花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共享电动车“痛点”如何去除？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整改后

崇阳桥边村饮用水源污染严重
网民报料：
崇阳县路口镇桥边村红石水库作为饮

用水水源，常年污染严重，请求相关部门调
查处理污染源，保障村民用水安全。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崇阳县路口镇人

民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红石水库水源
确实存在污染情况，原因是泉口村牲猪养殖
场将洗栏污水流入到污水池，污水池里的污
水渗漏到红石水库内慢慢造成小面积污染。

接到市民反映的问题之后，崇阳县环保
局已要求该养殖场在7天内整改到位，将猪
场污水池内的污水用运粪车，运往茶叶基地
做肥料，不得再渗漏到水库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整理）

随意停放习以为常
“最近这段时间，我看到了很多共享电动车随意地停

放在小区门口、街道边，不仅妨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也
影响了市容市貌。”1 日，家住咸安区谭惠路附近的陈女
士告诉记者，她每天早上上班经过十六潭路与玉泉街交
汇口时，总能看到三四辆共享电动车杂乱无章地停放在
人行道上。

“这些车五花八门，到了晚上一排排堆放到路面上来，没有
划线的地方也堆了。”市民李先生说，随着这些共享单车的大量
涌入，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也让咸宁街头如同贴上城市“牛皮
癣”般“扎眼”，还挤占了公共资源。

“我一度以为这些共享电动车没人管理了。”陈女士说，有

些车子的车身上布满灰尘，有些车子则像是被丢弃一样倒在路
边的荒草地上。

家住咸安区岔路口附近小区的张先生，每天都会骑共享电
动车上班。他告诉记者，不管是在小区附近还是工作单位附
近，经常能看到随处停放的共享电动车，且车身上清楚地写着

“停放到非机动车位内”，自己每次还车时都会这样做。不过，
很多人在归还时只是随便找个地方停放，即使停放在非机动车
位内，也经常是歪歪斜斜没有看相。

张先生表示，这些被随意停放的共享电动车有时候出现在
人行道上，阻碍了行人的通行；有时候则出现在非机动车道边，
给来往的自行车、电动车带来了安全隐患。

市民素质有待提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扫码前有诸多限制，需要手机认证、

实名认证，但扫码后却随你如何使用，如何停放更是全凭用户
自觉，随之而来的就是随手一丢、随停随放。

小鱼出行咸宁区域市场运维负责人苏俊介绍，为了给用户
更好的体验，共享电动车平时充电与养护均由小鱼出行的工作
人员负责，虽然共享电动车设有投放点，但用户在归还时无需
将车辆停放到投放点，只需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的非机动车停放
区域即可。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年轻人是骑行共享电动车的主力军。
因此，共享电动车往往更容易向上班人群集中、人员密集的写

字楼、商超、学校、公交站等区域集中投放。共享电动车骑行时
段相对集中，早晚高峰时段用车较多。

而乱停放的原因则多种多样。市民赵女士说，她经常使用
共享电动车，有时候停车时因为停车点车辆过多，她不得不将
其停放在停车区旁边的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或人行道上，还
车却并未受影响。

市民严先生说，他偶尔乱停乱放的原因是停车点比路面高
出许多，而车辆自身较重，还车不便。

然而，也有少部分用户以“赶时间”为由，将车“任性”一丢
了事，毫不顾忌对他人的影响。

重拳整治停放有序
“共享电动车为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不

过它会成为一匹‘千里马’还是‘野马’，取决于有没有给它套上
相关标准的‘缰绳’。”市城管执法委主任何宏辉说。

对此，市停车中心负责人高启胜说，目前我市城区有小鱼、
哈啰、青桔、美团、小龙等五个共享电动车品牌，共计10000辆。

6月份开始，针对主城区内长期出现的共享电动车占用停
车位、乱停乱放等问题，市停车中心开展共享电动车乱象专项整
治行动。行动中，执法人员针对商场门口、农贸市场门口、医院门
口等人流量多的地方，特别是共享电动车乱摆乱放现象较为严重
的中心花坛、银泉大道、银桂路、淦河大道等重点路段进行整治，
清理违法停放车辆，恢复道路通行秩序，切实做到还路于民。

同时，主动约谈违规停放的共享电动车企业负责人。约谈

中，执法人员对共享电动车在日常运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
求企业加强问题整改，切实承担车辆规范停放的管理责任，按
照规定停放区进行车辆投放，完善科技手段引导、督促确保用
户规范停车。

5家共享电动车企业代表表示，将按照政府主管部门要求，
加强对投放共享电动车的日常管理，并及时提供整改细则。

“以前5家共享电动车管理公司各自为政，出现了人手不
足、管理不到位的情况、现在我们将5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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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市场。”
高启胜说。

此外，针对乱停放行为，市城管执法委对企业建立评分机
制，每个月进行打分，不合格的减量或直接清退。

整改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