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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

住宅变
“民宿”邻居忧安全
相关部门：民宿房只能开设在商用住房内 须具备营业执照
记者 张东华

近日， 汉阳一
名网民在长江网武
汉城市留言板上反
映： 小区内有业主
开办民宿， 大家担
心安全。 小区内开
办民宿合法吗？ 小
区业主的安全该如
何保障？ 记者对此
进行了采访。

小区内开民宿
陌生人进进出出

网上订民宿很方便
开在居民楼惹争议

相关部门：
民宿房只能开在商用住房内

网民李先生称：自己住在汉阳区鹦鹉小
道世茂锦绣长江小区5期，前不久，一名业主
在自家开起了民宿，时不时有陌生客人过来
住店。
李先生表示： 居民楼内开民宿合法吗？
租客在楼内进进出出，出了安全问题该谁负
责？
10日下午，记者来到该小区网民反映的
房间前，房门关着，敲门但无人回应。
记者通过手机搜索到该房屋的租赁信
息， 显示该民宿为滨江3居室江景房普通公
寓，经济型，参考价628元。 网上还有人评价：
展览会附近，安静，会客方便。

记者在一个民宿预订平台“爱彼迎”上
了解到，暑假来临，地段较好的民宿，价格一
般在每天200元左右， 很多来旅游探亲的网
友都觉得实惠，7、8月份的时段大多已经租
出去了，房源略显紧俏。
民宿很受游客欢迎，采访中，有支持的
市民也有反对的市民。 有市民表示：民宿开
在小区里，陌生人随意进出，出了事情谁来
负责？
还有市民认为，开在小区内的民宿大多
证照不齐，存在安全隐患。
也有市民对民宿比较宽容：民宿是个新
兴事物，可以在成长的过程慢慢规范。

小区居民楼内能开办民宿吗？ 记者就
此采访了相关部门。 市工商局工作人员
表示：民宿房只能开设在商用住房内，小
区住宅如需要从事商业活动， 需到规划
局 和 房 管 局 申 请“住 改 非 ”， 再 征 求 其 他
业主的签字同意， 才能申请办理营业执
照，接下来还需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 目
前武汉市尚未对小区住宅开办民宿颁发
营业执照。
市房管局相关人员称：小区居民楼不允
许开办民宿或家庭旅馆，一经发现房管局将
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共同执法，对非法民
宿进行整治，杜绝安全隐患。

1交管部门：
6日举行第44届武汉渡江节
15日晚8时起禁停路段违停一律拖移

武汉晨报讯（记者魏娜 通讯员张鹏
陈荀）16日，我市将举行以“万里长江横
渡·极目楚天舒” 为主题的2018第44届
武汉7·16渡江节。 活动期间，市公安交管
部门将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
施。
11日，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
布通告：7月15日20时至7月16日12时,

临江大道(彭刘杨西路至中华路)、民主路
(临江大道至解放路)禁止机动车停放(持
证车辆除外)。
7月16日6时至12时，临江大道(彭刘
杨西路至中华路)、民主路(临江大道至解
放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7月16日6时至12
时，解放路(民主路至张之洞路)临时允许
双向通行。

暑期集中行动第一周

万名小学生
免费培训体育技能

7月16日7时至14时，沿江大道(蔡锷
路至黄浦大街)禁止机动车停放(持证车
辆除外)。 需通行上述路段的机动车,可
经彭刘杨西路、张之洞路、解放路、中华
路等相关道路绕行。
武汉交警特别提醒： 从15日晚8时开
始， 民警将对禁停路段的违停车辆进行
清理，一经发现，一律拖移。

同诵中华经典名篇 共话两岸璀璨人文

汉台“楚才”获奖青少年欢聚武汉

武汉晨报讯（记者向洁 通讯员戴
亮）同诵中华经典名篇，共话两岸璀璨人

文。 7月11日，百余名参加由武汉市台办、
长江日报报业集团、 楚才竞赛委员会主
办的“
2018海峡两岸‘楚才杯’作文竞赛
获奖青少年夏令营” 的台湾、 武汉青少
年，在武昌首义中学“会师”，并展开人
文、艺术交流。
上午，79名来自台湾的获奖师生登
上黄鹤楼远眺， 前往辛亥革命纪念馆参

观， 感受江城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风
情。
在此次夏令营行程中， 主办方特意
为两岸青少年安排了一系列亲密“对话”
环节。 在武昌首义中学，一场洋溢着青春
朝气的艺术交流活动给了两岸青少年释
放才华的舞台。 武昌首义中学管弦乐团
的学生们表演的合奏气势磅礴， 令人精
神抖擞； 台湾明道中学学生们带来的合
唱、集体舞轻松活泼，叫人倍感温馨。

武昌首义中学校长李良军表示，
2009年12月该校被武汉市台办授予武汉
市涉台教育基地， 就此也拉开了该校与
台湾教育同行交流的序幕。 随着两岸的
不断交流， 相信两岸的情谊会进一步加
深， 也将进一步促进两岸的教育教学改
革。

一家四口感觉踏实幸福

坚韧妈妈卖卤菜养育三胞胎“学霸”

武汉晨报讯（记者杨枫 通讯员顾能
武）7月11日，武汉市铁四院学校九（3）班
学生家长徐珍琴将一封感谢信送到学校，
感谢学校三年来对他们这个“特别”家庭
的关注和呵护。 徐珍琴是单亲妈妈，靠卖
卤菜、做家政养育了三胞胎。 让她骄傲的
是，三个儿子今年中考，都考入了省级示
范高中，“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徐珍琴租住的家里打理得清新整洁。
三个儿子围坐在妈妈身边，用小刀帮妈妈
清理猪蹄上的绒毛，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生活琐事，十分温馨。
徐珍琴是安徽人，2000年来到武汉
打工，认识了老公。 两人2003年生下三胞
胎儿子。 2005年,丈夫查出糖尿病，后又
查出心脏病。 徐珍琴说，自己需要兼职多
份工作维持家庭开支和照顾丈夫。“但孩
子们很懂事，三四岁的时候就在外面捡瓶
子给我卖钱补贴家用。 ”
四年前，徐珍琴的丈夫因病去世。 为撑

三兄弟
喜欢挤在一
起写作业
记者彭年 摄
起这个家，徐珍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过。
2016年10月29日早上5点多，徐珍琴
骑着电动车去菜市场，被车撞倒。 躺在病
床上的徐珍琴十分着急。三个孩子没有人
管怎么办？孩子的班主任张菊荣和铁四院
的教师团队伸出了援手， 不仅捐款捐物，
还成为了三胞胎的代理家长。
徐珍琴认为，要对生活有信心，只要

努力了，就会有转机有收获。 孩子们现在
又考入了自己心仪的学校，徐珍琴觉得日
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谈到学习，三兄弟表示，他们喜欢坐
在一张桌子上学习，氛围很好，三个人拼
搏赶超的劲头也很足。
三兄弟表示，“虽然妈妈喜欢唠叨，但
和妈妈待在一起，感觉踏实幸福。 ”

武汉晨报讯（记者汪■ 通讯员刘
红蕾）11日早上8时，硚口区安徽街小学
的操场上，体育老师喊出“踢快乐足球
与军运同行”的口号后，数十名小学生
开始练习颠球。 这是市文明办发布“暑
期集中行动”第一周，全市举办“与军运
同行·暑期青少年体育夏令营”、开展万
名小学生基础技能免费培训的一个缩
影。
据介绍，硚口区安徽街小学以女子
足球为特色，开展暑期免费足球培训已
有4年。 今年7个班共110名学生，其中
外来务工子女占70%。 硚口区文体局刘
姓负责人介绍，孩子们培训完后，市教
育局和体育局将联合颁发一张“与军运
同行”证书，让未成年人爱上运动，拥抱
军运会。
上午10点，在东西湖区合兴里青少
年空间暑期托管班，大学生志愿者正在
台上普及军运会应知应会知识。市青少
年社会教育活动指导中心负责人介绍，
今年开设“军运知识”小课堂，旨在提高
未成年人对军运会的知晓率和支持率。
据了解，全市150家暑期托管点陆续开
放，其中东西湖区设有市区街道三级托
管点26个，平均每天每个托管点有四五
十名未成年人，多为附近双职工、外来
务工者子女及留守儿童。

长江1
号洪峰进入我省
本月中旬长江武汉段水位接近设防
武汉晨报讯（记者黄师师 实习生
费然）11日， 记者从全市气象防灾减灾
工作会议上获悉， 长江1号洪峰已进入
我省，预计本月中旬长江武汉段水位接
近设防。
据长江防总发布的消息显示， 自7
月2日起， 长江流域自西向东发生一次
大到暴雨的降雨过程，受其影响，长江
上游、汉江上游来水显著增加，7月5日，
长江2018年第1号洪水在上游形成，洪
峰流量达到53000立方米每秒。
当前，长江1号洪峰已进入我省，长
江武汉段水位持续上涨。 数据显示，11
日15时， 长江汉口站实时水位为23.83
米。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此涨
幅，预计本月中旬，长江武汉段水位将
接近25米设防水位。 是否超过设防，取
决于三峡水库的具体调度。
目前，国家防总和长江防总均已启
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我市防汛抗旱减
灾工作进入关键期。全市防汛部门已执
行24小时值班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