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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字留言收到数百字回复
为让网民看得懂，办理部门专门开会“翻译”专业术语
本报讯

（记者 汪洋）
“非常满意”！ 11 日，网民张先生再次登
录武汉城市留言板， 郑重地对市地铁集团的办理回复写下自
己的评价：“我之前写过一条 28 字的留言对地铁施工提了个
建议，没想到，却收到市地铁集团近 600 字的回复，一遍读完，
清晰明了，看得出回复人的用心，让人感动。 ”
张先生是南湖片区居民，家门口正在施工建设地铁 7 号线，
居民们都盼着早日通车。 得知目前江南、江北段都已完工了，还剩
下过江隧道正在施工，从武昌往汉口方向单向开挖。 张先生就想：
“
为什么不两头开挖呢？ 这样就可以缩短工期，早日完工了。 ”
这个困惑萦绕在张先生心头很长时间， 他便于 8 月 4 日
留了言：7 号线越江段能否双向开挖，加快进度，早日实现 7 号
线开通？“多位居民都有相同疑惑。 其实我们也知道，像地铁施
工这样的重大工程，施工方案肯定会经过严格论证，所以我也
没指望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留言内容也只写了短短一句话，

没想到他们却回复了详细的内容，而且条理清晰，通俗易懂，
就像是一篇小的科普文章，我只读了一遍就理解了”。
记者发现，这篇回复全文 596 字，回复单位是武汉地铁集团
建设总部 7 号线江北项目部。 回复中开篇介绍：
“
采用盾构对接方
式进行长距离隧道建设在国际上和国内都有成功的案例，例如英
吉利海峡隧道，日本东京湾隧道，狮子洋隧道等……”。 回复中介
绍了 4 种成熟的对接方式，并结合 7 号线施工的实际情况，解释
了为何会将这 4 种方式逐一排除。
11 日下午，长江日报记者联系上留言回复经办人倪正茂，
他是 7 号线江北项目部的一名技术人员。 倪正茂说，接到这条
网民留言。“从理论上说，网民所提的建议是有可行性的，但并
不符合地铁 7 号线施工的实际情况。 为了能向网民讲清楚其
中的原理，我们下了一番功夫。 ”
倪正茂先是召集施工方、业主方、监理方等多个部门的技

这些事办好了
三角花园商业街已冲洗了

术人员，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了一番，“这样可以启发思维。 ”动
笔回复前，他打了个腹稿，尽量避免使用晦涩的专业术语，而
用老百姓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的语言，还不能太长篇大论。
比如，将学术名词“透水率低”改为“透水性不好”，删掉了“越
江隧道洞身于江底富水沙层内”等难以理解的专业技术语言。
“
回复并不是简单地敲几个字，而是要站在老百姓的视角，
让老百姓真正看得懂，能够理解。 ”倪正茂说，地铁集团也有明
确要求，不管是技术人员还是行政人员、宣传人员，对于市网上
群众工作部的群众诉求，每一条都要及时、认真地回应。
网上书面公开回复后， 倪正茂担心张先生还有其他问题
需要沟通，于是又电话联系了他，进行深入答疑。
“
这样的解释有理有据，我们的疑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11
日下午，记者联系张先生时，他言语爽朗地说，得到详细的回复解
释后，理解了施工的难处及科学性，也不再焦虑了，静待地铁施工。

商铺装修
“装”
走近
20平方米公共通道
物业断电后仍偷偷施工，城管部门责令还原

网民：

武昌区：

徐家棚街环卫所工作人员于 8 月 10 日到
现场核实发现，三角花园勾臂箱下污水遗漏。工作人员
及时对路面进行了冲洗。

二环匝道口大屏幕
显示程序错误修复可放心通过

网民： 豹澥街桃花源小区二期 10 栋楼下商铺
装修时为了扩大店内面积， 将屋檐下近 20 平方 米
人行过道包在玻璃墙内，“吞”进店内据为己有。 桃

网民：

三眼桥路右拐进发展大道，接着上二环线的
匝道口处， 交通信号电子屏上面都显示一个大大的红
“ X ”，快一周了，是不是禁止通行？ 好多车子堵在 那 不
敢走，请问是什么情况？

花源小区作为光谷生物城、武汉未来 科技城高科园
区内少有的居住生活区，聚集了一批创新创业的优

市公安交管局：

秀的青年企业家、科 研人员、普通创业者，是光谷形

该匝道口处原先设置的电子屏显
示为常绿，由于信号屏机柜程序错误，造成显示屏显示
有误，出现大大的红色“X”标识，从而误导了驾驶员的
判断，也给交通出行增加了压力，对此交管部门深表歉
意。 8 月 10 日下午，该处显示屏已修复正常。

象对外展示的重要一角。 社区或园区的生活配套日
益完善是小区居民之福，但是类似于“霸占”行人走
道，让人“无路可走”的行为令人愤怒。

【记者探访】

天兴洲下桥匝道 8月底通车
登洲不用再排队等汽渡

公共通道被“装”进商铺

网民：
武汉城投集团：天兴洲下桥匝道主体工程已完工，

下 桥 匝 道 修 好 多 年 ，一 直 都 不 开 通 ，上 天 兴
洲特别麻烦，何时可以开通直通天兴洲。

台阶上的过道被包进商铺内
【部门办理】

城管叫停施工要求限期整改
记者来到桃花源小区物业服务中心， 公司名称恰好也
叫居友物业。 对于一些业主的猜测， 赵姓值班工作人员否
认。“2014 年到 2015 年，物业确实短暂在那办公过，后来商
铺卖给私人，外面贴的名称忘记撕掉了”。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7 月底物业发现了违建情况后，首
先就把商铺的电停了。可没两天，施工人员又在隔壁超市接
了电继续施工，这让居民非常不满。

记者刘海锋摄

为彻底解决群众诉求， 物业部门将情况反映至城管部
门。豹澥街城管中队执法人员到现场核实发现，该商铺在装
修期间为了扩大门面面积，确实将一层屋檐下约 19 平方米
的人行过道纳入了店铺玻璃墙内，且施工工程已过半。
豹澥街城管中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执法人员当即对该商
铺依法下达《违法违规行为通知书》，责令立即停工，接受处
理，自行拆除所侵占的人行过道上玻璃墙装置，清理装修杂
物，恢复社区居民正常通行。“
现在每天派执法人员到现场督
查，防止违法违规施工继续。 若该商铺逾期未能履行自拆义
务，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豹澥街将执行下一步法律程序”。

孩子改了名疫苗本会不会失效影响入学
疫苗本名字和户口本上曾用名一致就行
记者杨荣峰
网民：我上个月去派出所给儿子改了新名 字 ，现 户 口 本 上
有曾用名和新名字两栏信息，当然以后只用新名字了。 我就是
担心，等他上一年级时需提交疫苗本和健康手册 ，但 上 面 都 是
曾用名，学校能审核通过吗？

【部门办理】
刘女士说，她前段时间给儿子改了名字，并按照正规流程
在户籍部门更改了户口本。 现在，户口本上既有新名字，也有
曾用名。 但有个问题她一直放心不下。“儿子上幼儿园时，学校

工作人员及时对路面进行冲洗
友谊大道湖北大学正对面的三角花园商业
街内商家林立，尤以餐饮店面居多，但此处的清理并不
及时，夏天到来，此处的污水混合食物残渣导致整个区
域有臭气，行人走过无不掩鼻。 还请相关部门重视。

记者刘海锋

市民张先生家住豹澥街桃花源小区， 大约半个月前，
他从小区二期门口路过时无意中发现，门口一栋两层玻璃
结构的商铺利用装修之便，将商铺旁一条公共通道包进了
玻璃墙里， 使这一块近 20 平方米的区域成了商铺的经营
范围。
张先生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原先这条通道上方有玻
璃棚，下雨天居民可以沿着棚底通行避雨。 经过这番改造
后，居民只能绕道而行了。“不管经营者是出于什么目的，
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小区不少业主都表示反对。 ”张
先生说。
11 日上午，记者来到桃花源小区二期，在靠近 10 号楼
旁的门口，找到了这间占道的商铺。此时，商铺内空无一人，
空荡荡的室内只放着少许装修工具。 商铺靠近小区进出口
的一侧， 一面玻璃墙与棚顶相连， 将公共通道完全包了进
去，不过两头尚未封闭。
门口保安说，商铺开始施工是在 7 月中旬，具体不知道
是做什么的，城管部门来过之后，就没人来施工了。
小区业主段先生对此事十分关注， 他特意带着记者走
到商铺玻璃墙边。“这上面到处都写着‘居友物业’几个字，
说不定就是物业搞的装修，肯定清楚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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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及成桥荷载试验等工作，预
计 8 月底完成竣工验收后开放交通。

工地残墙转角臭气熏天
城管将其推倒并严管
网民：

位于江夏大花岭主干路红花路以南的长泰
花园商品房 2013 年已全部竣工，但其在基 建施工时砌
的围墙仍有 8 米长的转角至今仍未拆除， 占据了人行
道的一半，影响了大花岭的市容，且有人在转角残墙内
种菜，经常泼粪，也常有人在此大小便，臭气熏天，请相
关部门管一管。

市城管委：

经查，该地点位于江夏区经济开发区大
桥新区办事处大桥社区，这处残墙也是危墙，执法人员
核查后，已第一时间将其推倒，后期将严加控管，避免
再有违建。

污染公共区域的垃圾已清理
要求火锅店立即整改
网民：

对疫苗本检查得非常严格。 以后疫苗本的名字和新名字不同，
疫苗本会不会无效？ ”
刘女士是外地人，来武汉工作后，和丈夫打拼多年，才买
了一套房子，并将户口迁入武汉。 这套房子现在对口的小学很
不错，所以，她特别担心入学时出现问题。
长江日报记者咨询市教育局了解到， 有的必打疫苗是专门
针对传染病的， 如果疫苗本上缺少某些必打疫苗的接种记录，即
代表孩子没有打该种疫苗，可能存在入学后发病并传染给其他同
学的危险。为了学生健康安全，不管是上幼儿园还是上小学，入学

时都要严格检查疫苗本的接种记录，因此，疫苗本非常重要。
针对刘女士的担心，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称，《义务教育
法》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
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孩子个人
基本信息的更改，不影响将来接受义务教育。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 居民改名后， 在户籍部门登记
时，户口本上都会在曾用名上一栏备注旧名字，作用就是避免
改名前的证件、 合同等资料因为改名而失效。 疫苗本上的名
字，和户口本上的曾用名一致，疫苗本就是有效的。

我是万龙中央公园业主，自从小区门口味蜀
吾火锅店开业以来，侵占公共区域排队等餐，门口垃圾
遍地，甚至在万龙大门口放置几个垃圾桶，每天油污四
溢 ，味 道 难 闻 ，严 重 影 响 了 业 主 心 情 和 生 活 环 境 ，请 相
关部门出面协调。

蔡甸区：

区房产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发现情况
属实，物业安排保洁人员对商铺门口垃圾进行清理，并
要求味蜀吾商家立即整改。 商家承认由于人员配备不
到位，产生了这一问题，已对公众区域的垃圾进行了清
理。物业称将加强对商铺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为居民
营造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2017 年 7 月 31 日临近下班时， 我和家人到汉阳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继承登
记。 由于资料不全，窗口无法办理继承登记收件。 后来考虑到天气炎热，老母亲年
事已高（81 岁），行动不便，就主动提出先做面核，下次办继承时，就不需要母亲再
诉求
网民正在问
关于身份证到期补办的问题
沌口长江路维修工程一再延期
部门已办理
临时停车有没有标准
建议打通园博园的交通阻隔

评议

跑一趟了。 后来工作人员非常细心地为母亲做完面核，我看在眼里，真的不知该说

活动

什么好。 回到家，母亲一直在和我确认，是不是她不用再跑了！ 看到很多人留言会
3分钟前
5分钟前
15分钟前
31分钟前

有诉求 请扫码

反映问题或提建议，我就想真心表达感谢，感谢工作人员小小的举动，在酷热的夏
日，给我一丝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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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长江日报 ＡＰＰ

登录长江网 http：//wsqzgzb.cjn.cn 也有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