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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测出油烟、噪音是否超标

执法“神器”一上岗就让扰民餐馆现形
本报讯（记者张全录 通讯员李军 王
凯）噪音转瞬即逝，油烟随风飘散，以往面
对噪音、油烟扰民，居民投诉，城管来了，
违规者可以迅速停下，让执法者很难确定
噪音或油烟排放是否超标。 昨天，江汉区
城管委再次到雪松路美食一条街查处油
烟噪音扰民。 这次，执法人员带了
“
神器”，
一分钟就锁定了证据。
此前， 有居民投诉雪松路部分店家油
烟乱飘和排烟设备噪音很大。 昨天上午11
点，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雪松路。在一家
龙虾店， 执法人员找到该店的油烟净化设
备，并对排出的油烟进行检测。油烟快速检

测 仪 上 迅 速 显 示 出 数 据 ， 最 高 值 0.1
mg/m 3，均值0.01mg/m3，符合国家标准。
执法人员发现该油烟净化设备的正上
方就是居民楼， 随即执法队员又对该设备
的噪音值进行检测。 仅用一分钟就显示出
结果，油烟净化设备噪音均值为70.4分贝，
最高值达到了82.6分贝。 按照国家标准，排
烟噪音白天不得超过60分贝。 执法队员当
场对该餐饮店开出了整改通知书， 要求餐
饮店限时整改噪音问题。随后，记者又随执
法队员去了沿街另外几家餐饮店铺， 但监
测后并未发现违规问题。
江汉区城管委环保中队相关负责人

殷莉介绍，过去接到油烟或噪音投诉后，
虽然执法人员赶到了现场但并不能第一
时间判定油烟或噪音是否超标， 必须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或者环保部门在约定
时间上门进行检测，如果要处罚，还需等
有资质的单位提供监测报告， 处理时间
过长。 现在，队员们可随时携带这些快速
检测仪器执法，只需一到三分钟，仪器便
可检测出油烟浓度或噪音的实时数据。
据了解，此次江汉区城管委共配备了
18套油烟执法仪器， 目前已经配备到各
直属中队以及街道中队， 这批“新装备”
也将逐渐投入到日常执法中使用。

执法人员正在测试 记者张全录 摄

周末天气晴好

误觉“
春天到了”
白玉兰反季开花

明后天北风来降温
本报讯（记者符樱）武汉的晴好天
气，有望持续到周末，如无意外，这个
双休大家应该不会“泡汤”了。
近几天，武汉午后热早晚寒，昨天
我市最低气温在20℃以下， 最高气温
则在30℃以上，日温差超过10℃。
今起三天， 武汉依旧是晴到多云
天气，白天阳光的热度会逐日递减，我
市最高气温也会小幅下滑。 今天最高
气温可能还在30℃以上， 明后两天预
计就会降至30℃以下,北风会增大，气
温略降。

12日，记者在东西湖区金银湖湿地
公园附近的绿道看到， 绿道旁种有6棵
白玉兰树，其中一棵开了数十朵花。
对此，市园林科研所高级工程师徐
慧解释，今年夏天高温酷暑，入秋后气
温突然转凉， 前几天还下了几场小雨。
白玉兰花芽受到刺激产生“春天到了”
的错觉，加速生长以致开花。
记者明眺生 摄影报道

“汉族阿爸”好家风影响几代人

一家8口都把藏族大学生当家人
本报讯（记者唐婕 陈玲）昨天，武汉
市妇联联手武汉晨报发起“征集文明家
风故事·赠送最美全家福”活动后，有不
少市民拨打征集热线， 讲述自己的家风
故事。 其中，23岁的常向昊跟记者聊起了
一家8口关爱藏族大学生的故事。
常向昊的外公是杨昌林老人， 杨老
做了40年藏族大学生的“汉族阿爸”，搭
建了“武汉之家”，将自己收入的近1/3用
于这项事业。 一家8口在杨老的影响下，
都致力于关爱武汉高校藏族大学生的服
务工作，被评为武汉市“最美家庭”。 常向
昊说，家里常有藏族大学生来访，家人都

会打酥油茶、做饭，爽朗的笑声和欢快的
歌声在客厅里回荡，那情境好似一家人。
“藏族大学生们最喜欢吃板栗烧鸡和卤
鸡爪。 ”常向昊回忆说，聚餐时酥油茶、板
栗烧鸡是一定会有的。
“尊老爱幼、关爱他人、踏实做事、老
实做人是我家的家风。 ”常向昊说，一家
人也在努力践行。2005年外婆弥留之际，
最后的嘱托是藏族学生的“武汉之家”不
能散。 妈妈杨红梅1991年援藏，1997年
回汉。 而舅舅至今仍在阿里。“未来我也
会把这种家风精神传承下去， 希望我们
这一家能拍张最美的全家福！ ”

此次活动面向全市各级“最美家庭”
“文明家庭”“书香家庭”等优秀家庭征集
文明家风故事， 我们将从中评选出10则
感人的故事， 特邀专业摄影大师为这10
户家庭拍摄最美全家福。 即日起至9月20
日， 符合条件的家庭可将自己的家风故
事 编 辑 后 ， 发 至 邮 箱 987329357@qq.
com，并附上姓名及联系方式。
征集热线：15871808377。
咨询电话：82835345(市妇联家庭工作部)

“征集文明家风故事”追踪

iPhone8上市 手机进入“刷脸时代”

湖北省各地空气质量如何

网上一查便知
本报讯（记者陶常宁）昨天上午，
记者从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是“大气十条”
第一阶段的收官年、结账年。 市民只要
上网， 就可以查到全省各个县和区的
大气现状。
今年以来， 全省大气质量改善明
显，看见“蓝天白云”的天数逐步增加，
武汉市8月空气质量全月都是优良。 8
月份， 全省17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在77.4%～100%之间，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7.7%，较去年同期
上升13.3%。 武汉、黄石、宜昌、鄂州、荆
门、荆州、黄冈、咸宁、随州、恩施、潜江
和神农架的优良天数比例均为100%。
据介绍， 市民想了解省内空气质
量， 登录湖北省环保厅官网就可以查
询。

“绝版红”逆市涨价400元
本报讯（记者赵歆 张珺）北京时间
13日凌晨1点， 苹果公司发布最新款i-

Phone， 分别是iPhone8、iPhone8 Plus
和神秘的iPhone X。 这次的发布刷爆朋
友圈， 不少网友感叹
“刷脸时代”来临。
新品上市，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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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掌握的市场报价来看，由于7系列的合
作款红色，不知道未来会何时再出，新系
列的上市，表示红色绝版，截至昨天，价
格涨幅在400元左右。
何时出手？ 在哪儿买？ 这是小伙伴们
最关心的话题。 记者昨采访了解，各大电
商平台争相发布“首发”时间，还推出了
各种优惠活动。 比如在京东购iPhone新
品，可得400元回收加价券包随机返88元
京东支付优惠券。 天猫给果粉则带来了
抢花呗12期免息券、 送10GB流量等福
利。 以iPhone 8为例， 果粉们每月不到
500元就可以把iPhone 8抱回家了。

铁粉调侃卸妆不能“
刷脸开机”
昨天，苹果新品发布，铁粉熬夜围观。 各种晒发布会、调侃
新机功能成为当日朋友圈中最火热的话题， 关于iPhone X的
“刷脸”功能也成为大家关注焦点。“卸妆了就刷不开手机”“统
一网红脸可以刷好多手机”成为不少网友吐槽对象。
昨天， 记者就此问题咨询业内人士：
“
发布会上所演示的APP，
展示的扫描人脸是根据骨骼形态变妆， 刷脸并不仅仅是面容那么
简单。 ”

湖北建智慧燃气小区
据新华社电 记者13日从中国电
信湖北公司获悉， 他们近日与杭州一
家公司签署了NB-IOT （窄带物联网）
合作协议，全面建设智慧燃气小区。 这
是继全国首个NB-IOT智慧消防栓物
联网项目落户武汉后， 湖北省智慧城
市物联网建设的又一抓手。
前期，湖北电信、武钢华润燃气公
司、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已在武钢某小区合力打造智慧燃气标
杆小区， 截至9月11日已安装1240户，
远程抄表率达到100%。
湖北电信政企客户事业部总经理
虞风华称， 通过中国电信智慧燃气管
理平台，可实现在线监测、安全防范、
统计报表、收费、网上充值、阶梯气价、
用期预测、大数据分析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