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冬来临，很多车主都喜欢给爱车配上毛茸茸的方向盘套，这样一来手握方向盘时确实不感到冷了。殊不知，这

种做法隐藏危险，给车辆安全行驶带来了安全隐患。

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汽车美容店发
现，市场上的毛绒方向盘套品种很多，有化
纤、羊毛、布艺等多种材质，还有长绒毛和短
绒毛之分，价格从数十元到三四百元不等。
据了解，入冬以来，各种毛绒方向盘套受到很
多车主的青睐，很多车主觉得这种方向盘套
外形美观，最重要的是手握方向盘时感觉温
暖。据多家汽车用品店工作人员介绍，钟爱
毛绒方向盘套的车主大多是女性机动车驾驶
员。记者昨天打开购物网站发现，方向盘套
也属于近期的热销商品。不过，尽管很多网
店卖家都自称出售的毛绒方向盘套带有防滑
内圈，然而很多买家都在商品评论里留言反
映，使用毛绒套之后曾出现了方向盘打滑现
象。

带有防滑内圈的毛绒方向盘套的防滑效
果如何？昨天，记者驾驶一辆安装了毛绒方
向盘套的轿车进行试验。这种毛绒方向盘套
的外层是布艺，绒布上面有一层绒毛，内层是
橡胶，橡胶的表面有交叉形花纹，用于增加方
向盘套与方向盘之间的摩擦力。出发前，记
者在方向盘套上贴了一段胶带作为记号。在
行驶过程中，记者虽然没有明显感觉到方向
盘套打滑，但是行驶十多分钟后，可以发现方
向盘套上的胶带偏离原先位置约 3厘米。很
明显，虽然具备防滑设计，但是毛绒方向盘套
打滑现象难以避免。

到底要不要为爱车套上毛绒方向盘套？
我市一家汽修公司的负责人丁晓峰介绍，毛
绒方向盘套隐藏的安全隐患不可忽视。方向
盘除了操控汽车行驶外，驾驶员还能通过它
的震动感知路面状况，特别是高速行驶、急转

弯等情况下，可通过方向盘及时判断，做出紧
急处理，而较厚的方向盘套会降低对这些信
息的感知程度。此外，由于毛绒会减少方向
盘和手之间的摩擦力，驾驶员遇到紧急情况
需要迅速转向时，方向盘套容易脱手打滑，从

而造成险情。如果确实需要使用毛绒方向盘
套，一定要选择尺寸合适的产品，以免因为尺
寸过大而出现滑脱现象。另外，如果不使用
方向盘套，也可以使用防滑手套代替。

（全媒体记者常靖宇）

毛绒方向盘套，
驱走寒冷却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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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市气象台提供

离职时能提取
住房公积金吗？

播报气象

电话：84931110

生活提醒

12月 1日，央行关于个人银行账户实行
分类管理的新政将正式实施。根据央行要
求，个人银行账户实行分类管理，分为Ⅰ类、
Ⅱ类、Ⅲ类账户，不同类别的账户有不同的功
能和权限。

自12月1日起，个人在银行开立账户，每
人在同一家银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户，如果
已经有Ⅰ类户的，再开户时只能是Ⅱ、Ⅲ类账
户。账户级别的不同，意味着功能和额度的
差异。具体来说，Ⅰ类户是全功能的银行结
算账户，存款人可通过Ⅰ类户办理存款、购买
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支取现金、转账、消费
及缴费支付等。Ⅱ类账户可购买投资理财产
品等金融产品、办理限定金额的消费和缴费
支付等，单日支付额度在一万元以内，但购买
理财产品的额度不限。Ⅲ类户只能办理小额
消费和缴费支付，比如“闪付”“免密支付”等，
目前设定余额在一千元以内，一旦遇到欺诈、
遗失造成了损失，最大损失也不会超过一千
元。Ⅱ类户与Ⅰ类户最大的区别是不能存取
现金、不能向非绑定账户转账。Ⅲ类户与Ⅱ
类户最大的区别是仅能办理小额消费及缴费
支付，不得办理其他业务。

新政实施后,大家原有的银行账户怎么
办？央行表示，对于之前开立的账户，只要是
当面开设的都会确定为Ⅰ类账户。今后再开
设账户，就会明确让客户选择是哪类账户。
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管理自己的
账户，把经常使用网络支付的账户降级，将不
同的账户按需要分类管理，这样既能保证资
金安全，也方便支付。

（苏 讯）

下月起个人银行
账户将分类管理

市民盛先生咨询：
我是靖江人，目前在泰兴

市一家单位工作，多年来一直
正常缴纳住房公积金。眼下，
我想离职回靖江工作，即将办
理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
根据目前的家庭状况，我想在
靖江买房定居，想了解一下目

前能不能把这些年缴存的住房
公积金提取出来。
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答
复：

职工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后，如果马上到新工作单位就
业，可以由原单位将住房公积
金账户及结余资金转移到新的

就业单位，由新单位继续缴存
住房公积金。职工与单位解除
劳动关系后，如果没有重新就
业，由原单位对职工的住房公
积金账户办理封存手续。外来
务工人员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
回原籍的，凭相关手续可以提
取住房公积金。

微信上被诽谤
该怎样维权？

市民姚女士咨询：
不久前，一个朋友和我由

于经济纠纷而闹矛盾。最近，
我发现她在微信朋友圈里指名
道姓辱骂我，发出了我的照片，
而且歪曲事实，对我进行中伤，
严重影响了我的声誉。我想了
解一下，她的行为是不是侵犯
了我的名誉权，这种情况下我

应当怎样维权？
市法律援助中心答复：

这种行为已经侵犯了咨询
人的隐私权，建议咨询人迅速
报警。需要提醒的是，由于目
前尚没有电子证据的具体规
定，使得此类网络侵权案件的
证据收集较为困难，如果仅仅
由咨询人本人收集，有可能不

规范或者不够全面。这种情况
下，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会对
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并固定相
关证据。

有了相关证据，咨询人可
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
方立即停止侵害行为，并赔礼
道歉、恢复名誉，予以精神损害
赔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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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买卖、出租、转让靖江最佳平台

80元/天
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４８５２６７８ 窦 燕

场广信产房江靖 息
门面房出租

新建北街临街朝东二层全框架房，
宜作写字楼、办公房、美容保健、培
训辅导机构。电话：13852622626

房屋出售
东环车辆检测中心后面越检小区两
间三层半天地房350平米售120万。
另盛世广场门面房两间两层，285平
方有固定租金，电话13852622208

离省靖中后门五分钟距离、专供读书
租房用，环境全新，设施齐全，还剩三
套出租，13952620212

房屋出租 低于成本价售房
东环花苑 4楼套房，95㎡，48.8万元，
空调3、彩电2、冰箱1、洗衣机1，简约
不失奢华。拎包即住。中介勿扰。13809011088 18115289088

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设施齐备。联系

电话：13505121589，中介勿扰。

城北小学附近套房出租

厂房出租
东环铁路桥西面150米处有一栋
车间 670㎡出租，有意者请联系
13505260400

门面房出售
渔婆北路六层商业门面房出售，1200
平，不动产证全，场地大，位置佳，已出
租，租金高，急用款，价优。非诚勿扰。15261012345，15896022596

厂房出租
城南园区华翔路（车站南立交桥旁）两
栋标准厂房2500㎡，1560㎡有行车交通
便 利 环 境 好 ，大 雨 不 淹 水 ，电 话13809010262

御水湾一期联排别墅，前后花园，临近小区
中心景观区，风景优美，环境佳。豪华装
修，设施齐全（中央空调，有地下室）。外国
语学区，面积 350平方，双证齐全，价格面
议。中介勿扰！联系电话：13852859568

房屋出售

门面房出售
出 售 虹 桥 城 市 花 园 门 面 房
15850891233，13852850600

现房出售
出售虹桥城市花园 100平方米现房
13961099356

美食街营业中饭店转让，装修新，生意
好。非诚勿扰。联系人：王女士，13775719060

饭店转让

厂房出租
东环铁路桥附近 3000㎡标准钢结构厂
房出租，带行车，厂内场地开阔，半挂车
可调头，配 500KV 变压器，有意电联18505232345，徐先生。

门面房出售
出售朝阳路115号中虹幼儿园东四
间二层门面房，800平方，双证齐
全，价格面议。15152661111

门面出租
涌金广场（三匹马雕塑对面）二间三层
门面出租，近 300平米，精装修，适宜
各类公司办公等，租金面议。电话：
13625183228

寻求合作
我公司一临街地块，现寻求合作伙
伴。联系电话：18136822562，联
系人：朱先生

厂房出租
城南园区永益路5号（离新汽车站1000
米）有二幢毗邻标准厂房出租，一幢1500㎡有行车、一幢五层楼有电梯4300㎡，另有400㎡办公室出租、价格
面议。联系电话15952635448

马州信息
供销新村现浇房 110㎡三室二
厅精装75万
新江海2楼140㎡三室二厅二卫毛坯88万
中鼎花苑12楼135㎡三室二厅二卫精装69.8万
中鼎花苑5楼130㎡三室二厅二卫毛坯46.8万
上海城附近100㎡三室一厅中装52.8万
加州洋房5楼100㎡三室二厅精装74.8万
中医院附近1楼60㎡有院子24.8万
御水湾二期7楼148㎡四室两厅二卫精装145.8万
御水湾二期12楼140㎡精装138万
御水湾一期9楼120㎡精装关门卖132万
御水湾二期9楼138㎡精装138万
阳光国际17+18，175㎡毛坯132万
阳光国际170㎡精装158.8万
同康北区8楼135㎡毛坯62.8万
新世纪壹号9楼125㎡精装关门卖128万
渔婆南路7楼120㎡大平台精装85万
东环金秋苑3楼125㎡精装85万
春江花城6+7，175㎡精装85万
房产热线：84811804，1529853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