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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民 生

百条道路年内换上 1 万个新型井盖

与武汉 6 家购物中心联手

3-5 年抚平马路“肚脐眼”

阿里每日提供大数据
助商家精准赚钱

本报讯（记者 黄师师 通讯员 叶火生 王峰）昨
日从市城管委获悉，今年全市将投入 2000 万元在
100 条道路上升级改造 1 万个老旧井盖，马路“肚
脐眼”将逐步被抚平。
取代老旧井盖的，是防响、防跳、防盗、防坠
落、防位移的“五防”井盖。 这类井盖自 2009 年在
我市部分路段上安装试验以来， 未出现一例被
盗、下沉。
昨日在青山区建设八路施工现场看到， 相比
普通井盖，新井盖从外观上看起来更大、更厚实。
据介绍， 这种新型的井盖名为“球墨铸铁井
盖”，单个重达 100 至 110 公斤，比传统井盖重一
倍，需 3 个工人才能抬起。 因加入球墨成分，井盖

盖”，但由于成本高、施工水平有限，推广速度较
慢。 经过近 6 年摸索，新型井盖的施工水平明显
提升。 眼下，井盖切割由过去人工开凿升级为机
器切割，热混凝土替代水泥，安装一个新型井盖
仅需 1 小时。 井盖压实后，无需等待养护，即刻
便可通车。
“以前，施工水平不达标直接影响井盖的使用
寿命，现在我们的施工工艺大大提升”，市城管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型井盖 5 年保修，使用寿命可
与道路一致。
据了解，至今年底，全市主次干道机动车道上
的新型井盖数力争达到 3.9 万个。 未来 3 至 5 年，
基本告别机动车道“肚脐眼”。

变得更加坚固，承重能力大大增强。
掀开的井盖上可以看到， 井盖下方有一圈嵌
入式胶条，可有效减少车辆通行引起的震动、减少
响声。 另外，井盖内侧还装有弹性锁定装置，盖板
紧扣支座，防止井盖意外开启、跳动及位移。“如想
盗走井盖，就必须对路面开膛破肚”，工人现场验
证表明，用镐具钩盗井盖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据不完全统计， 全市各类井盖的数量为百万
个，其中约 8 万个位于交通繁忙的机动车道上。由
于部分井盖设计“先天不足”、施工工艺不达标，马
路“肚脐眼”频频出现，不仅影响城市形象，也给车
辆通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2009 年起，全市开始引入新型“球墨铸铁井

半数学生每天锻炼不足半小时
政协委员追问：体育锻炼时间去哪了？
本报讯（记者 董 晓 勋）昨日，硚口区政协课题
组提交《关于增强中小学生体育体质健康的建议》
显示， 该区 50%的中小学生每天用于体育锻炼时
间不足 30 分钟，其中 80%高中生每天活动时间不
足 30 分钟。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明确要
求“确保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活动”，该区政协委
员追问：“体育锻炼时间去哪了？ ”
据介绍，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省市
都相应制定了中小学校每天一小时阳光体育运动
实施方案。 然而，该课题组历时半年，对辖区近 20
所中小学进行跟踪调查发现， 大多数学校没有落
实“阳光一小时”。
参与调研的政协委员向记者反映， 很多学校

从课程表及学校有关安排上看似得以落实， 而现
实中情况却是，除每天课间 20 分钟的体操学生都
能参加， 其他时间中小学生体育活动时间大打折
扣。 在有些学校， 就算课表上列出的体育课也很
随意，愿意参加的仅是少数喜欢运动的学生，大多
数学生只是人到操场，但并未参加什么活动。
课题组进而调查发现， 学校中能够满足大多
数学生让大多数学生都能参加或喜爱的体育活动
项目太少，一些学校为确保学生安全，对安全要求
高的单、双杠等项目都取消了。
而该课题组在辖区中小学生中调查发现，小
学生近视率达 35.2%， 初中生近视率达 54.8%，高
中生近视率达 60.5%。 学生肺活量、速度、爆发力、

力量、耐力等体质水平进一步下降，肥胖检出率继
续上提升， 只有 24.3%的中小学生体质测试达到
优良。
为此，该区政协委员呼吁，为确保中小学学生
“阳光一小时”落到实处，建议采取实时录像拍摄
的方式进行不定期的“飞行检查”，将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作为学校和校长的考核指标之一， 对不落
实“阳光一小时”的学校或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
下降的学校，评优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建议当
天没有体育课的， 学校在下午课后组织学生进行
一小时集体体育锻炼并列入教学计划。同时提出，
实行学生健康卡制度，让学校、家庭共同参与中小
学生健康管理，确保学生体质健康。

本报讯（记者 张隽玮）在把网络零售市
场吃干抹净后，阿里昨日宣布，已与武汉 6
家购物中心合作，用大数据帮其精准赚钱。
只要顾客进入这 6 家购物中心，阿里就
可以迅速捕捉到每一位顾客的消费信息，以
此判断其年龄、婚否、住在哪个小区、是否有
车、饮食口味、是否有宠物、小孩多大、一天
喝几杯咖啡……这些数据， 当天反馈给商
家，为其经营决策、精准促销提供数据支持。
银泰商业武汉区域总经理邹明贵介绍，
过去商业数据搜集滞后，每天客流量统计也
只能根据视频来观察人流和车流数量，数据
有一定的模糊性。 商家给经营户提供的卖场
客流量只能是以月为单位，不能精确到天。
记者发现， 阿里采集数据的平台是其刚

推出的 APP“
喵街”，
“
它就像是线下版的天
猫，通过优惠，将线下零售涉及的餐厅、影院、
停车、购物环节 APP 化。 ”阿里项目负责人雷
漫介绍，他们通过提供免费 wifi、停车位寻找、
餐厅订位、发放优惠券等方式吸引顾客参与，
从而搜集数据。比如它提供的《碟中谍 5》电影
票价格，较其他团购平台便宜 10 元左右。 另
外，
“
喵街”还关联着支付宝、淘宝账户。
昨日记者从阿里方获悉， 武汉中心百
货、群星城、银泰世纪店、街道口创意城、江
夏中百广场等 6 家购物中心 9 月 20 日将
正式启用这一平台。
据悉， 杭州部分商家利用这一平台效果
初现——
—面包新语店营业额较加入前提升 1
倍，周大福客单价从 1270 元提升至 3920 元。

武铁警方有奖征集倒票线索

196 个火车站严查票贩子
本报讯（记者夏奕 通讯员吴德君 冯畅
施勇 闫兴涛） 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汉铁路公
安局获悉，今日起至 10 月 10 日，湖北全省
及河南境内 196 个客运火车站将集中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打击倒票
“
秋风 -2015”战役。
据武铁警方介绍， 一些票贩子利用
大量 12306 账号、身份证件、伪造军残证
号等方式套购囤积车票， 采用“圈羊放
羊”方式，利用抢票软件或插件快速回抢
加价倒卖。 一些网店以卖纪念火车票、定
制个性车票、过期作废火车票为名，暗中
倒卖车票， 甚至存在卖假票等行为。 此
外， 还有票贩子用本人身份证购买短途
车票后，加价倒卖给需乘长途车的旅客。

另有票贩子利用旅客买不到车票又急于
上车的心理，带旅客进站收取费用。
火车票实名制，缘何还有“倒票”族？武
铁警方介绍称，部分“黄牛”已职业化，他们
提前得到求票者的身份证信息后， 利用抢
票软件或插件，常可抢到刚被退回的车票，
然后加价卖出。
武铁警方表示， 若发现倒票线索必将严
查到底。 昨日，武铁警方公布有奖举报电话：
武汉铁路公安局 027-51167277，武汉铁路公
安 处 027-51137700， 襄 阳 铁 路 公 安 处
0710-3023198， 麻 城 铁 路 公 安 处
0713-2102388。 希望知情市民及时举报，若
线索查实有效，警方会对举报者予以奖励。

小学生如何在生活中学数学？
江汉区地税局践行“三严三实”

“追”着小微企业
送税收优惠

张兵：
从小事做起创一流服务
记者蒋太旭 通讯员刘昀

本报讯 （记者 王兴华 通讯员 朱筠 崔元鹏
陈毓刚）
“10 月 1 日起，国家将进一步扩大小微
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范围……”昨日，武汉市中微
防爆公司会计刘燕从 QQ 群里看到这样一条
消息。 发布消息的是唐家墩税务所税收管理员
罗勇。
“我们这些小微企业不像大企业能够及时
了解各种税收优惠政策， 很多时候根本不知
道”，刘燕说，地税部门通过 QQ、短信，第一时
间把各种信息、政策告诉我们。
江汉区地税局 8 个基层税务所， 利用 QQ
群、短信平台及时把税收政策，尤其是今年以来
小微企业所得税、困难性减免、营业税减负等优
惠政策送到纳税人手中，确保企业及时了解、及
时办理。
统计显示，1—8 月份通过 QQ 群、短信平台
先后已向 12000 余家企业宣传了税收优惠政策，
4362 户小微企业实现优惠政策落实全覆盖。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实施意见，营造全民创业的良好氛围，江汉区地
税局党组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查找问题改
进作风，优化税收纳税服务流程，以更优、更简、
更短、更佳的方式服务小微企业。
2014 年，湖北海峡蒙妮坦职业培训学校自
行申报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 47332.73
元，应纳企业所得税 11833.18 元。 而实际上，该
企业符合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汉
兴税务所通过内部预警， 第一时间发现企业未
享受税收优惠，同时启动辅导纳税申报程序，最
终协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7099.91 元。
除了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服务， 该局抓牢组
织收入这条主线，把“三严三实”的落脚点放在
“做事要实”上，将收入分析会的会场搬到企业，
搬到在建项目工地，强化对重点税源的控管。今
年 1—8 月， 江汉区地税局组建 10 个重点税源
调研小组深入实地，共完成 46 户重点行业企业
的调研工作。

德耀中华
图为张兵
记者郭良朔 摄

当了 27 年公交车司机，行驶近百万公里，
却创造了“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奇迹。 8
日，在硚口区易家墩 531 路终点站，张兵对记
者说，为人民服务其实就是从身边的点滴小事
做起，对自己而言也许是举手之劳，对遇到困
难的人却是莫大帮助。
从 2003 年开始， 张兵调到市公交集团三
公司二分公司 531 路当驾驶员。 531 路经过 36
个红绿灯、7 个拐弯处，路况复杂，但张兵的车
开得平稳，练就了一杯水放在驾驶台上，车开
到终点几乎不洒出来的绝活。而张兵下决心苦
练“平稳功”，起源于一块豆腐。
那年， 一位老乘客买菜回来乘坐张兵的
车，谁知路上遇到一辆“麻木”（三轮车）横穿马
路，张兵一脚急刹。事后，老人下车时嘟嘟嚷嚷
抱怨买的豆腐破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开公
交车怎样才能不让豆腐破呢？ 他对自己开始
“魔鬼训练”，把喝水杯换成没盖的，装一杯水
放在驾驶台上，如果行车不平稳，水杯的水洒
完了，就罚自己到了终点站不喝水。
在张兵驾驶的 531 路车上， 到处都是张

兵的“小心思”：车厢里张贴着他根据自己开
车 20 多年经验制作的手绘地图，上面各个站
点附近的超市、 厕所、 社区都标注得明明白
白。“这张图对有‘内急’的乘客特别有帮助。”
张兵说。在服务中，张兵从不说“下快点”、“上
快点”等催促乘客的话，总是提醒大家“不要
慌、慢慢下！ ”
驾驶座背后有一个便民袋，那是张兵找邻
居街坊帮忙做的收纳袋，里面整齐地放着针线
包、创可贴，还有供乘客方便买菜的塑料袋等。
如下雨，遇到没带伞的乘客，他热心提醒乘客
到收纳袋取一次性雨衣，分文不收。
2013 年，张兵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今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面对荣誉，他总是
说：“我做了一名公交司机应该做的事。 ”
今年 3 月，张兵走上了市公交集团三公司
教育培训部副部长的新岗位，力求把他提出的
“三零四一”工作目标和经验，即“零违章、零事
故、零投诉；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团队、一流的
管理、一流的效益”，推广到公司所有线路。 在
他的带动下，一大批“张兵”在成长。

市数学学科带头人顾苏琼周六开讲
本报讯（记者 黄 洁 莹）本周六，长江日
报公益名师团将在江岸区少儿图书馆举办
公益讲座。 讲座邀请到武汉市数学学科带
头人、东方红小学数学名师顾苏琼，与小学
生和家长分享“如何在生活中培养孩子学
习数学的兴趣”。
顾苏琼是湖北省小学数学优秀教师、武
汉市优秀教师、 武汉市数学学科带头人，曾
荣获国家级优质课竞赛一等奖，国家级说课
竞赛一等奖。“
兴趣教学”一直是顾苏琼的教
学特色。 她认为，小学生的数学学习要结合
生活实际，家长也要学习如何引领孩子在生
活中运用数学知识，增强孩子的学习兴趣。
顾苏琼是长江日报公益名师团的一
员。 长江日报公益名师团会聚武汉优秀教
师，面向师生、家长开展形式多样、满足不
同层次需求的讲座、辅导、交流等公益服务

新洲 70 名“老赖”信息上网
本报讯（记者 林敏 通讯员 程书雄 邱怡 汤江
萍）今后不诚信，别再指望
“掩耳盗铃”。昨日，新洲
区 70 名失信被执行人信息被发布在该区社会信
用体系信息平台上， 该平台也是我市首个区级社
会信用体系信息平台。
长江日报记者在该平台“信用黑榜”上看到新
洲区法院发布的第一期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名单
中公开了 70 名“老赖”的姓名、身份证部分号段及
住址等信息。 该区法院执行局张姓负责人介绍，
这些“老赖”均是被起诉后，被判决还款或赔偿，却
未履行义务的。
“多的高达上百万，少的也有数千元。 ”该负
责人透露，实际上这些“老赖”名单过去已公布在
法院系统的失信名单上。“即使公布了也没还钱，

仅在法院系统公布，威慑力有限。 现在挂在社会
信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相信有更多监督，更
有效果。 ”
上月中旬， 社会信用体系信息平台在该区政
府门户网站上线。 记者浏览发现，除了“老赖”上
网，“信用黑榜” 上还有个人交通违法处罚名单及
路桥欠费名单。 个人分类查询中，目前有“武汉注
册建造师查询”、“驾驶证吊销查询”、“保险营销
员”等类别。
该平台还发布了该区 6600 余家企业、27000
余个体户的信用信息。“建立公开的信用平台，能
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 ”平台承办单位、新
洲区发改委负责人举例， 两个互不相识的企业有
合作意向，登录平台后信用记录一目了然，有无污

点记录一看便知。
新洲康博种鸡场负责人程杰华最近打算和区
内一大型养鸡场合作， 他提前就查了这家企业的
信用记录。他说：“这些信息能在网上公开，做生意
也能省心很多”。
“现在信息都是公共的，不涉及商业隐私。 目
前是企业自己公示，下一步工商局会检查，不符事
实的将会记录。 ”区发改委负责人透露，系统刚上
线还不够完善，“以后还可能打通共享银行、税务、
工商、政法等多种信息。 ”
据悉，该平台还将不断“扩容”。 今后，该区近
2 万名公务员、医生、教师的个人信用信息档案，
都将在该平台公示，公众可直接查阅。 目前，已在
搜集纸质档案。

预约方式
关注 “超级云课
堂 ” 微 信 公 众 号
（CJKT — WH ）， 发 送
“名师+姓 名+联 系 方
式”至后台。
咨 询 电 话 ：
15271884942 ，邓老师

超级云课堂
二维码

首个互联网养老服务平台运营

子女可为父母购买上门服务
本报讯（记者 王 志 新）昨日，江城首个
互联网养老服务平台“爱家养老”正式上线
运营， 子女可用手机为年迈的父母购买上
门服务。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平台
将惠及我市百万老年人。
“爱家养老”平台通过互联网，为供需
双方提供快捷的信息对接和居家养老预约
服务，还具有支付结算和信誉评价功能。子
女可通过手机 APP、网站搜索“爱家养老”
后下单，为父母购买精准的上门服务项目。
据介绍，首批推出的服务有“家庭养老院”、

智能医生、 临时护理、 临时照料和居室清
洁，还有满足子女需求的“孝心看望”服务
项目，能让老人住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专业
养老院”的服务。
当天，“爱家养老” 成立了线下服务联
盟，200 多家养老、 家政服务业的企业加
入， 服务资源覆盖了我市中心城区和部分
远城区，用户预约下单 30 分钟内就有人上
门服务。 用户预约服务下单，通过支付宝、
微信等将款项支付到平台， 待服务完成经
确认后，平台才会将费用付给服务商。

全国首个非遗综合平台运营
本报讯 （记者 车莉 王东方 通讯员 贾
梦 吴昊）全国首家以非遗传承、非遗认证、

首个区级社会信用体系信息平台开通

活动。 本次讲座的视频将上传到“名师有
约”APP，免费提供给更多学生、家长学习。
本次讲座将于 12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
江岸区少儿图书馆 705 教室举行 （乘地铁
至循礼门、江汉路站均可，出站后步行约 5
分钟即到）。 因场地有限，讲座名额为 150
人，请想参加的学生、家长请提前预约。

非遗藏品销售、 创意定制等内容为主导的
专业网络平台——
—长江非遗网（www.cjfygift.com）今日上线。 通过该平台，市民足
不出户，就能在线欣赏、购买非遗精品，还
能拜师学艺，有机会成为非遗传承人。
该网站由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旗下的武汉非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投
资打造。 点开网站，精美绝伦的汉绣、栩栩
如生的剪纸、造型独特的泥塑、深具楚韵的

漆器……众多非遗精品一览无余。
据介绍，该网站内容包括走近非遗、非
遗大展、非遗动态、非遗认证、非遗传承、创
意空间、非遗收藏等七大板块，集中展示了
长江流域 19 省、上百项非遗项目，同时还
有上万件非遗艺术品可在线购买。 在长江
非遗网的“创意空间”板块，顾客还可以按
照自己的喜好定制个性化的非遗产品，使
得之前曲高和寡的非遗项目逐渐转变为大
家喜闻乐见的创意产品。 该网站还开创性
地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收徒服务。

明起最高气温跌破 30℃
本报讯 （记者 杨升 通讯员 杨雪晴）昨
天晴好天气持续，夏秋交替之际，早上微风
徐徐，十分舒适；午后气温稳居于 32℃左
右，稍显燥热。
从今天开始，受降雨云带东移、南下影
响，我省将会自西向东先后转雨。不过此次
雨量不大， 大部分地区都以阵雨为主。 今
明，江城晴朗的天气还会持续，而午后最高
气温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跌下 30℃线，明

晚到后天白天受高空槽东移影响， 我市会
有小雨光临，凉爽天气重新归位。“白露”时
节过后，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加大，大
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合理穿衣。
具体预报：今日白天多云，气温 21℃—
30℃ ，偏 北 风 2 — 3 级 ；今 晚 到 明 日 白 天 多
云 ，气 温 21℃ — 28℃ ，偏 北 风 3 级 ；明 晚 到
后 天 白 天 小 雨 转 多 云 ， 气 温 20℃ — 29℃ ，
偏北风 3 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