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区大门设有门禁，单元楼装有门禁，均需刷卡
才能进入，这成了新建住宅小区的标配，也是保障住
户安全的“两道防线”。目前，我市城区大部分住宅小
区都安装了门禁系统，物业公司也凭借门禁系统对小
区进行管理。

然而，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多个小区发现，不少小
区虽设置了门禁，有的小区甚至还有几道“关卡”，但
陌生人仍能随意进出，并且不少门禁屡屡“受伤”，部
分小区门禁形同虚设。

小区门禁“失守”怎么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百姓话题

随着餐馆数量的增加，餐馆油烟扰民的
事情越来越多。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居
民对此苦不堪言。专家指出，餐饮油烟产生
的污染和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觑，环保
部门应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监管。

市民：油烟直排路人抱怨

温泉潜山商业街上有十余家餐馆。14日
晚上，记者来到这条街时发现，道路两侧的餐
馆林立，油烟四起，满街都是浓重的油烟味，
不少路人掩鼻而行，快速离开。

“人家做饭，我们闻烟。”家住潜山商业街
喜相逢小区的王女士说，“楼下的餐馆一家挨
着一家，一到中午和晚上油烟味儿特别重，我
们这些住在楼上的居民吃尽苦头。为此，大
伙多次向小区物业、环保、市场局等部门反
映，但是没什么用。”

记者发现，这条大街上餐馆种类繁多，一
家经营烧烤的店门前烟雾升腾，格外扎眼。
记者走近看到，硕大的方形地排管道正呼呼
地冒着白烟，不少行人路过此处都绕着小跑
离开。

“大夏天开不了窗真遭罪。”家住餐馆楼
上的一位老人说，有的店在门口摆开桌椅，露
天经营，浓重的烟味伴着喧哗声，即便关着窗
户，也经常搞得一夜睡不好觉。

专家：餐饮油烟危害很大

对于餐馆油烟排放所带来的危害，湖北
科技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徐新
创表示不可小觑。

徐新创说，厨房油烟的成份极为复杂，不
同种类的食用油在高温下的热解产物多达20
多种，主要有醛类、酮类、烃、脂肪酸、芳香族

化合物及杂环化合物等，不同食品在高温下
会产生不同类别的挥发性物质，多达数百种。

一般来说，厨房油烟排放会产出两种物
质，一是直接产生颗粒pm2.5(可吸入颗粒物)
对空气造成污染，“每年油烟排放对pm2.5贡
献率为7%－10%”；二是油在高温情况下，会
产生苯并芘，它是一种常见的高活性间接致
癌物，易导致肺癌和心血管疾病。

环保：加装油烟净化器

餐饮油烟排放到底有没有标准呢？记者
在国家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查询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章第四十四
条明确规定：城市饮食服务业的经营者，必须

采取措施，防止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
造成污染。违者应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监
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
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2020年底，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印发《咸
宁市城区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专项整治方
案》。

咸安区鱼水路中段西侧的潮汕砂锅粥经
理陈兵，前往该店三楼平台，站在新安装的油
烟净化器排风口说：“这个油烟净化器真好，
抽出来的风没有油烟。”一个月来，咸安城区
安装油烟净化器的餐馆还有不少。

咸安区生态环境分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大队城区中队对辖区内35家3个灶头以
上餐饮企业逐一进行检查。目前，10家没有
安装油烟净化器的餐饮企业已经全部完成整
改任务。咸安城区35家餐饮企业全部安装
了油烟净化器和专用排放管道。

城管：严禁店外露天烧烤

6月24日晚，市城管委对城区夜间经营
性露天烧烤与油烟污染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

城管执法人员来到滨河东路门前，看到
一处烧烤摊烟尘滚滚，摊主正在吆喝着，食客
们三三两两地坐着，吃着串、喝着酒。人行道
上一片狼藉，过路行人纷纷绕道而行。城管
执法人员随后将烧烤摊上的炉具和桌椅查
扣。

“露天烧烤有四大‘罪状’：污染环境、骚
扰居民、占道经营、影响市容。”该委市容科相
关负责人说，整治行动中，他们挨家挨户告知
烧烤商户，严禁店外露天烧烤，店内烧烤需安
装和开启油烟净化装置，无店面的临时烧烤
摊点，一经发现，当即取缔。”

连月来，该委把解决问题作为要求、把工
作实效作为导向，谋划启动了露天烧烤专项
整治工作，下大力气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实
事要紧事。他们采取定期巡查、集中整治的
工作方式，对露天烧烤实行常态化管理，防止
治理成果反弹，为市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空间。

“烟火气”如何不扰“凡人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陈功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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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物防人防，规范行为需养成C
对于小区门禁成摆设的问题，城区某小

区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小区大门、单元门
和业主进户门，是家庭安全的“三道防线”，
有的业主为图方便，不关单元门，其实是自
动放弃了第二道防线。“单元门要是长时间
不正常使用，门禁系统损坏的话，维修费用
很贵，换锁、换刷卡器等动辄需要上千元。
而且换一次门禁，整个系统就要换，很麻

烦。所以有时候门禁损坏以后会拖很长时
间才能更换。”该负责人说，“楼道门不关，受
影响的不单单是居民的安全，还有居民居住
的环境。关闭楼道门不仅需要物业尽职的
提醒，也需要业主的配合。希望业主能够养
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

“加强物防人防，从源头上治理才能切
实为小区业主的安全把关。”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解决门禁问题，首先物业公司
需加强管理，选购合格的设备，并组织人员
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安人员应履好职、担好
责，门禁坏了应及时维修更换，日常多巡视，
注意发现破坏门禁的行为和隐患，延长门禁
使用寿命。

门禁设备的“健康”和“寿命”离不开每
个居民的爱护。规范行为也不是一朝一夕

养成的，这有赖于居民从内心改变，认可门
禁带来的好处，并自觉去维护它。该负责人
表示，居民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爱护公共设
施设备的习惯，若是发现有人刻意损坏或者
公共设施设备出现问题，应及时向物业工作
人员反馈。另外，他建议，可以从技术手段
进行监控和把关，这对那些想破坏的人也是
一种无形的威慑。

新闻追问
问民生

门禁当成“摆设”，小区安全存隐忧A
说起小区门禁，家住咸安区尚书名府的

市民杨先生很无奈。“小区大门口虽然有门
禁，但我发现好像无论是谁都能进来。有的
人没有门禁卡，跟着能刷卡的人随便就能进
来，保安也不管管。”杨先生质疑地说，“单元
楼的门禁已经损坏了很长时间，也没人修
理，我们住户的安全怎么保障啊?”

“有时候我在家休息的时候，推销保健

品、发传单的人直接就能敲响我家门。”家住
岔路口建材市场附近的张女士说，由于小区
属于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很多时候门禁
坏了，大家都置之不理，久而久之，坏的单元
楼门禁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她担心，一旦门
禁成为“摆设”，小区又没有设防措施，就给
了不法分子随意进出甚至伺机踩点作案的
机会。

无物业管理的小区安全保障不到位情
有可原，那么，在有物业管理的小区里，门禁
系统又发挥了多少效果呢？

当日，记者作为非小区内业主顺利进入
咸安区天洁华沙城，随后，记者从就近的几
栋楼开始查看，发现大部分单元楼安装了防
盗门和电子门禁系统，相较而言，安全系数
比老旧小区高一些。

但是，记者和小区里的业主交谈得知，如
果有外来人员进入，小区保安人员做不到一
一进行入户登记，陌生人还是可以趁机跟着
楼里的业主溜进去，所以说也不是万无一失。

“小区的门禁系统经常被破坏，以前每
次坏了之后换新的，我们都得重新换卡，又
花钱又麻烦。”天洁居民王先生郁闷不已，

“半年前又坏了，至今再没修过。”

人为敞开大门，住户安全意识差B
在采访中，有住户向记者反映，有的单

元门不关是因为门禁系统坏了，但还有一种
情况，是个别住户图方便，专门用杂物挡住
单元门不让其关闭，久而久之，门禁系统就
坏了，有的门锁也坏了，楼道的门禁系统这
道防御形同虚设。

“这么多新装的密码门不到半年就失效
了，因为质量发生故障的概率其实微乎其
微，大部分还是人为破坏因素造成的。”月亮
湾花园物业陈经理对屡禁不止的“有门无
禁”乱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之前对这

个情况也做过了解，可以发现，哪个单元楼
里有常年出租的房子，尤其是租了好几户
的，门禁就特别爱坏。”她分析，对于一些租
房人员来说，这不过是暂住的房子，他们在
心理上对于门禁等公共设施不如常住的业
主会去爱惜。还有一部分人会将自行车、电
瓶车往楼里推，嫌门禁麻烦，就拿东西挤着
门，时间长了，门禁就坏了。

那么，能否追究破坏者的责任呢？“除非
你当场逮住，但也顶多劝说几句，这种事总
不能找派出所立案吧。而且我们物业没权

利干涉业主租房给别人，这不好做。”陈经理
说，就算可以起诉破坏者，但是要经历举证
等漫长的程序，以及投入金钱成本，毕竟现
实生活中很少会有人这么较真还给自己找
麻烦的。

对此，湖北瀛平惟合律师事务所王慧律
师表示，针对破坏门禁的人，如果有证据证
明肯定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门是谁装的，
谁才能去主张权利。此外，小区有业主委员
会的，也可以通过决议设立有关门禁的使用
规定，对不遵守的业主或者常住人员进行处

罚，但实践中，这种决议很难形成。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住户人手一个

的门禁卡，很轻松地就能被复制。市民李
女士告诉记者，以前为了让家里人都能进
出方便，就在街边的修锁门店配了好几个
门禁卡，一个只需要20元。城区某小区的
住户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曾不小心将门禁
卡遗失，当时有朋友跟他说，网上有卖门禁
卡复制器的，可以轻松复制，很是简单。但
他最终还是通过向物业挂失重新办了门禁
卡。

环卫车异味扰民
网民报料：
咸宁市咸安区地质大队门口上坡处

有一辆运垃圾的环卫车，每天停在门口，
臭气熏天。请相关部门核实，建议将车辆
转移。

记者调查：
接到市民反映的问题之后，记者联系

了咸宁市城管执法委，该部门立即安排环
卫处考核组前往现场查看情况。经核实，
环卫车辆停放在地质大队上坡口处的公
共停车位上，由于天气炎热，车身散发异
味，给附近居民带来一定影响。考核组将
问题反馈给市场化作业公司，公司随即要
求司机转移停车位置，并安排人员对该停
车处进行了冲洗。

市城管执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解
决环卫车辆的停放问题，市政府已规划在
城区东外环线远离居民区处修建大型车
辆停车场，该停车场即将投入使用。同
时，为减少在停车场投入使用前环卫车辆
的管理，已督促市场化作业公司：一是规
范司机停车作业规范，注意停车位置选
址，尽量远离市民集中居住区；二是加强
对环卫车辆的冲洗及消毒频率，避免车身
散发异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如何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网民咨询：
我考取了执业药师资格证，是否可以

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记者调查：
对此，通城县人社局核实回复称，经

电话联系当事人，得知该网民在医院上
班，缴纳的是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同时当
事人的证书在网上也查不到，所以当事人
不享受此补贴。

技能提升补贴的对象是缴纳企业社
保的人员，只有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
缴费的企业职工；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12
个月以上的；自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
级）、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提交申
请的，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条件，通过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网站和湖北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站对职工职
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联网查
询、核查无误后，可以申领。带上身份证、
中国银行卡、社保卡、证书原复印件可来
政务服务大厅咨询办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驾驶证怎么转到异地？
网民报料：
市民汪先生反映，自己的驾照在咸

宁考取的，但现在广州工作，如今驾照的
10 年期快到了，如何把驾照迁到广州，成
为广州的驾照？

记者调查：
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复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139号令《机动车驾
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五十八条，机动
车驾驶人户籍迁出原车辆管理所管辖区
的，应当向迁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机动车驾驶人在核发地车辆管理所辖区
以外居住的，可以向居住地车辆管理所申
请换证。转入机动车驾驶证的人申请机
动车驾驶证，应当填写申请表，并提交以
下证明、凭证：一是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
是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
件的证明；三是一寸白底彩照三张；四是
机动车驾驶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物业能扣押业主房产证吗？
网民报料：
长安大道 85 号御景园小区，部分业

主与开发商存在违约金赔付问题，房屋漏
水问题，物业服务问题，所以不交物业
费。物业以业主没有缴纳物业费为由扣
押房产证，合法吗？

记者调查：
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经调

查，因前期开发商竣工验收拖延工期，开
发商承诺赔偿的违约金一直未支付赔偿，
导致现御景园小区普遍性业主拖欠物业
费三年以上。现物业与开发商协商同意
以违约金抵押物业费，但也有许多业主违
约金过多，导致无法合理协商。建议业主
通过起诉开发商索要违约金。同时，根据
《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针对未缴纳物业费的业主，物业公司可以
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起诉。该局严禁采取
任何捆绑式方法收取物业费，经协调，已
将房产证进行发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