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长制”，顾名思义就是让每一条路都有一名负责人，
切实发挥起“长”的作用，从而推动城市管理工作更精细更科
学。

今年6月，我市城区首推城市管理“路长制”，100多条大
小街道“各有其主”。4个多月过去了，实施“路长制”效果如
何？路上又有了哪些变化？19日，记者进行了实地采访。

新闻追问
问管理

百姓话题

现在的共享电动单车座椅越来越大，骑
行体验越来越舒适，但也有一些市民无视

“限乘一人”的安全提醒，在使用共享电动单
车时载人。这样的行为不仅危险，而且违反
了法律，同时也影响了城市文明。

载人安全隐患大

深秋的夜晚，骑着共享电动单车在拥堵
的马路上行驶，也是件很惬意的事情，不过
有的市民却把安全抛到了脑后。

20日晚上，在温泉中心花坛的红绿灯路
口，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记者就看到
了十多辆载人的共享电动单车驶过。

在这些骑着共享电动单车载人的市民
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也有载着小孩的大
人。有的市民在载人骑行中，有说有笑嬉笑
打闹，完全不顾及周围的行人和车辆，共享
电动单车歪歪扭扭地向前走去。

“我们都比较瘦，两个人骑一个车没事

的。”一名骑着共享电动单车载人的小伙子
笑着说，以前经常载人，从来没出过事。现
在的共享电动单车比以前好多了，座子大架
子大动力足，两个人骑行没问题。

不过，很多市民对共享电动单车载人行
为并不认可。张先生说，现在的共享单车确
实越来越舒适，骑行体验越来越好，但这是
为了方便市民出行的，如果因此认为可以载
人了，不仅想法是危险的，而且行为也是危
险的。

速度快还闯红灯

20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温泉潜山路附近
的第三初级中学。在离放学还有十分钟时，
来接孩子的共享电动单车队伍已从校门口
处排到红绿灯路口处。

放学时，一名家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名家长不是来接一个孩子放学，而是来接
两个孩子。一辆共享电动单车，如何坐三
人？

记者看到，这名家长是这样安排的，一
名约高一年级的高个女孩坐在家长的身后，
而身形瘦小、低年级的另一名女孩则蹲在家
长的驾驶位前面，也就是驾驶共享电动单车
放腿脚的位置。在车上载有两个娃的情况
下，身为母亲的这名家长，驾驶车辆的速度
还很快。

采访时正值放学阶段，不少家长都载着
小孩赶往回家。道路上的车辆也越来越多，
有些共享电动单车车主已不顾交通规则，横
穿马路，乱闯红灯。

在采访过程中，发生在咸宁大道与长安
大道十字路口红绿灯口处的一幕让人胆战

心惊。在大家都在等待的红绿灯时，一名年
近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骑着共享电动单车，横
穿马路，无视交通规则，穿越机动车，直闯红
灯。无论一旁的交通志愿者如何呐喊，他还
是“我行我素”地穿了过去。这一幕也把在
场的市民吓了一跳，大家都议论纷纷。

“这种闯红灯的现象我们看多了，有些
人就是不听指挥，乱闯红灯。”交通志愿者告
诉记者，她这段时间值岗遇到乱闯红灯的，
如果机动车还没有到人行道时，有些市民就
会趁机加速闯过去，不听他们的指挥。

载人骑行将受罚

目前，市区常见的共享电动单车品牌
有哈啰、美团和青桔等五家。记者在共享
电动单车上都看到了相关的安全提示。哈
啰共享电动单车上写着“严禁载人”，美团
共享电动单车上写着“仅限一人骑行”，青
桔共享电动单车上写着“禁止载人 限一人
骑行”。

记者了解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
行车必须年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骑共享
电动单车上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时
有发生，不仅给骑行者本人带来伤害，也给
道路上的行人或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更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行人、乘车人、非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
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
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交警提醒，家长要意识到未成年人骑共
享电动单车的危害，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全，
请家长不要为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购买
自行车，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骑
电动自行车。如果孩子已经达到了骑自行
车或共享电动单车的年纪，那么在他们上路
骑行时，最好要有家长陪同，保持安全车速，
而且一定要在非机动车道上骑行。

保险只保骑行者

记者了解到，随着市民对出行体验的提
高，近两年投放到市面上的共享电动单车各
方面都有提升，外形改变、芯片换代、卫星定
位系统升级、续航里程增加，车身改为踏板
款，骑行更舒适，座垫面积增大，柔软度和舒
适度得到提升。

小鱼出行咸宁运营负责人介绍，新款共
享电动单车的设计是为了骑行体验更优，而
不是为了让骑行者能够载人。为了防止市
民使用共享电动单车时载人，公司有语音播
报提醒，车身上也有文字提醒，但想解决共
享电单车载人现象，需要市民配合。

这位负责人表示，考虑到骑行安全，企
业为每一名骑行者都购买了保险，在扫码开
锁时骑行险即生效。在骑行过程中，骑行者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和意外，可以获得相应的
保险赔付。但保险公司只会对扫码骑行者
进行理赔，不会赔付同乘者。

共享电动单车可以载人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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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电动车抢道
网民报料：
近年来，咸宁市马路上增加了多处栏杆，

车辆不可以随意掉头。但摩托车、电动车为了
避免到远处掉头，经常在人行横道掉头，或者
横穿马路，它们车速比行人快多了，并且车身
长度比行人宽，经常抢道，强行通过人行横道，
存在极大的交通隐患。建议在人行横道增设
避免摩托车通过的障碍。

记者调查：
咸宁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复，中心隔离护

栏是为了规范车辆通行、保障行人安全出行和
维护交通秩序的一种道路设施，主要设立在城
市道路中间或主干道与人行道中间。其设置地
点、样式、高度、间距等都需按照《城市道路交通
设施设计规范》的要求设计。设计规范中有明
确规定，人行道护栏不宜采用横线条栏杆，因此
不能增设摩托车通过的障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应按照机动车通
行规则在机动车道行驶，电动车、自行车属非
机动车，通过人行横道时应下车推行。

下一步，城区大队将加大对摩托车、非机
动车的违法行为整治力度，同时通过媒体加大
宣传力度，多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
一步提升广大市民交通安全意识，请市民朋友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开文明车、走文明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地下车位如何买卖
网民报料：
近段时间接到恒大销售人员的电话，说以

2万多元一个车位的价格在出售地下停车位，
想请问有关部门，咸宁恒大名都地下车位恒大
可以随意买卖吗？它有对地下车位的所有权
么？

记者调查：
咸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回复，

关于地下车库开发商是否有权处置问题，根据
《民法典》及相关规定：地上室内停车库、非人
防地下室车位面积已计入业主房屋公摊面积
的，归小区业主所有；未计入业主房屋公摊面
积的，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归项目开发
企业所有，可以进行出租、出售、附赠给本小区
业主。

经了解，恒大名都地下停车位未计入业主
房屋公摊面积，按《民法典》相关规定开发企业
可以进行出租、出售、附赠给本小区业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路长制，如何让“路长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赵丽红 甘念

温泉滨河东路商铺众多，占道出店问
题也多，道路凹凸不平……成为城市管理
工作推进中的“疑难杂症”。

上午8点左右，记者在滨河东路一侧看
到，几位商家正在清扫自家门前区域，为新
一天的开张营业做准备。送货的小货车会
将货物卸在“临时卸货点”指示牌指定位
置，卸货后快速驶离。

时间回到6月2日，市城管委正式推行

市容市貌“路长责任网格制”（下称“路长
制”），优化市容市貌，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贡献力量。

“在刚开始担任‘路长’时感到不适应，
如今已慢慢习惯了自己这个新身份。”市城
管执法人员李瑞说。

刚刚成为“路长”时，李瑞便感受到肩
上的压力。他所管辖的路段滨河东路尽管
不是城区主干道，但是占道经营、各类车辆

乱停乱放的现象屡禁不止。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实地走访，听

听群众的声音。随后，李瑞开始带领自己
的“路长”团队对路段内进行排查，对每一
家商铺进行走访，并将走访情况上传到城
市管理工作群，通过“绿色通道”直接上报
一级路长。

一级路长协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问
题。从此，滨河东路乱象得到根本治理。

“我大概从7点就出门，到街上巡查，相
比之前在马路上的时间更多了。”李瑞说，
自从担任“路长”后，他的电话接听量成倍
增长，涉及环境卫生等方方面面，每天最少
要接几十个。

如今，滨河东路不仅拆除了违章门头、
规范了非机动车停放、填平了坑洼地面，还
在道路上增加了新的区域划线，面貌焕然
一新。

“路长”管路镜头实录

“路长”怎么产生，平时的工作有哪些，
路真的能被管理好吗？这是大多数市民对

“路长制”的疑问。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四级‘路长’制。”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已有的划
片和分级管理、属地负责原则，由市城管委
领导班子成员任一级路长、市容大队领导
班子成员任二级路长、市容大队中队负责
人任三级路长、市容大队执法队员任四级
路长。

目前，城区100多条道路，设一级路长
7名、二级路长14名、三级路长24名、四级
路长46名，做到“一路一长”。一级路长主
要负责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二级路长主要
负责辖区主要街道、商业繁华集中区域和
重点路段，三级路长主要负责城区次干道
路和辖区街巷道路，四级路长主要负责背
街小巷。

“路长的工作，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
间管空气。”该负责人说，“上”是看电线脱

落、广告破损等问题，“下”是道路平整、杂
物堆积和清洁等问题，“中间”是要求路长
监督扬尘污染等问题。

“路长制”实现四级联动，每一级路长
团队都包括市容、市政、园林、环卫在内的4
个部门，不管是道路路面脏乱差，还是花坛
绿化有缺陷等等，在路长眼里都无处遁形。

“推行‘路长制’后，街道不仅多了发现
问题的“眼睛”，还长出了‘三头六臂’，问题
很快得到解决。”该负责人说，“路长制”的

绿色直通渠道，让“短、平、快”的工作模式
成为可能，不仅上通下达顺畅，而且办起事
来还省力、省心。

截至目前，市城管委共受理路长发现、
微信群转派案件共计1000余件，处理率
100%。

成绩有目共睹，工作仍需努力。该负
责人说，他们还将对“路长”进行了考核，适
时公布“路长”姓名和监督电话，欢迎群众
进行监督。

“路长”管路欢迎监督

19日，咸宁大道上，市民老徐刚宴请完
几位外地来的好友，其中一人顺手丢下了燃
灭的烟头。

“我们这条街道是咸宁的门面啊，维护
整洁，人人有责，不能乱扔垃圾。”他立即捡
起了烟头丢进垃圾箱。

为什么这么维护路面卫生？
老徐说：“以前，大家卫生习惯一般，路上

的烟头多。特别是人行道缝里，都是陈年碎
烟头。但近段时间，城管的同志们天天来街

上捡拾烟头，连砖缝里的烟头也抠干净了，后
来知道那些人是‘路长’，我非常感动啊！”

“没有把小事做好的决心，城市的面貌
改不了；只有党员干部率先垂范，群众才有
真切感受。”采访中一位路长坦言。

如今，咸宁街头正在发生静悄悄的改变。
温泉路上，绿色绒布包裹起了建筑工地

的临时围挡，一大簇鲜艳的花朵和藤蔓相互
缠绕，透出欣欣向荣之意；

滨河西路上，文明向上的文化墙栩栩如

生，文化气息十足；
十六潭路上，“廉政话语”更是引得无数

人驻足学习……
建筑物上已看不见遮挡天空的广告牌，

道路上空已看不到乱如麻的“蜘蛛网”，主次
干道、偏僻小巷也有了清晰的指示图标。

市民们对此颇有好评，不少网友点赞表
达越来越爱这个城市。

“门前淦河美，窗外潜山翠，现在咸宁城
市道路都越来越漂亮了。”只要不下雨，家住

温泉路的市民席佩，每天晚上都要带着妻儿
外出逛街散步。5年前从外地回来的他感
叹说：“咸宁的环境越来越美了！”

网民“秦天水”感慨：咸宁的山水美自然
天成，咸宁的城市美更是全市人民努力的成
果，祝福咸宁。

网民“春风如花”说：“市政府把咸宁当
公园建，把城市当家园管，让咸宁越来越有
香城泉都的范儿，我们真是越来越喜欢咸
宁！”

“路长”管路市民祝福

买药怎能不开具发票
网民报料：
近日，我在城区金桂路某药店内买药品，

到前台要求开具发票，收银员告知“没有发票，
只有小票”，而且给的小票内容不详，只显示了
购买金额，具体的商品信息都没有。购药不开
发票，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希望
相关部门帮忙处理。

记者调查：
21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复，

根据国家《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药品零售
企业有义务在销售药品时向顾客开具销售凭
证，在凭证上载明所售药品的名称、生产厂商、
数量、价格等内容，并对所销售药品的上述信息
留存备份，以备检查。同时提供详细准确的药
学咨询服务工作，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

根据相关规定，消费者不管以何种付款方
式购买商品，当提出正常要求索取发票时，有
合法税务登记的商家应该向消费者提供发票；
如果商家拒绝提供或因没有税务登记无法提
供的均属违规行为，消费者可投诉举报。同时
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药店购买常规药品时，
为了保护合法权益，不要忘记索要销售凭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未成年人抽烟谁管
网民报料：
咸宁高中老校门正对面的奶茶店，一到中

午和晚上放学，特别是周末节假日，就有部分
穿着校服的未成年学生在店内聚集，一边手机
玩游戏一边抽烟，烟头烟灰随处乱抛，极易造
成消防隐患，店员三番五次劝阻都不听。学生
们甚至在店内“早恋”约会，影响非常不好，希
望相关部门帮忙整治处理。

记者调查：
21日，咸安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复，教育

系统、校方历来对学生抽烟行为严抓严管，严
禁学生在校吸烟。各学校也一直在坚决履行
严抓严管义务，为学生提供良好学习生活环
境，例如在校内醒目处设立禁烟标志，对学生
开展禁烟教育，让学生认识吸烟危害等。

针对学生校外聚集抽烟情况，希望有发现
的学生、家长、老师能及时反映到学校，督促学
校严肃处理抽烟学生，并在课余时间加强对学
生的安全教育。

同时，希望家长今后对学生放学后的安全
情况进行监管，尽量保证学生放学后处在安全
的社会环境内。不要让学生在无监管情况下
随意在校园周边居民区内抽烟聚集，以防发生
其他危险。如学生不听劝阻，必要时会联系安
保人员加强巡查，采取有效措施干预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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