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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后

遇到难办事
您就说句话
晚报派记者
帮办就是啦

发：鲁超令

民权县的谢先生：我
的农业户籍被注销后，不
知道以前所交的新农保参
合费该怎么退回。

“我家住在夏
邑 县 富 饶 春 城 小
区，除去每平方米
0.8 元钱的物业管
理费外，现在又让

交电梯维护费，每户每年要交
300元。电梯维护费应该包含
在物业管理费里面，不该再另
收费才对啊？”夏邑县的关先
生向《晚报帮办》求助说，当
夏邑县富饶春城小区物业公司
向小区业主收取电梯维护费
时，很多业主都认为这是不合
理的收费。

接到关先生的求助后，记
者与夏邑县富饶春城物业管理
处的邵姓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小区内收取电梯维护费，我
们物业公司是有收费许可证
的，因为现在国家对电梯安全
这方面抓得很严，所以我们物
业公司每年都要请维保公司的
人来对电梯进行检修，然后由
安全中心下发合格证，这样电
梯才能正常运行，维保公司和
安全中心都是收费的，这个费
用自然要由业主承担，因为电
梯是业主们使用的，我们物业
公司只提供义务性管理。”该
负责人说。

该邵姓负责人称，物业公
司收取的物业管理费中并不包
括电梯维护费。如果业主不承
担电梯维保和检验的费用，物

业公司是没有这笔钱的。
就此记者采访了商丘市住

建局物业管理科科长柴志，他
表示业主向物业公司交纳的物
业费内是不是包括电梯维护费
要看所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

随后，记者与关先生取得
了联系，关先生表示在办理入
住的时候并没有与物业公司签
订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公司在进驻小区的
时候，肯定要签物业服务合
同的，只不过对于前期进入的
物业公司，一般都是直接与开
发商签订……”就关先生遇到
的情况，柴志说业主在遇到此
事时，还要根据物业服务合同

来解决问题，如果业主没有与
物业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可以去找开发商去查看和了
解，“开发商与物业公司签订
物业服务合同后，会将有关的
条款写在购房合同上，业主看
自己所持有的购房合同就可以
了解到内容了！”

柴志表示，在交了物业费
之后是不是应该承担电梯维护
费，首先要根据物业服务合同
来判断。如果确实没有该合
同，也要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
进行判断，很难一下子就说是
否应该交费。

晚报首席记者 鲁 超
实习生 宋 帆

请清理

梁园区的张女士：凯
旋商城附近的道路上都是
黄土，尘土飞扬，请快清
理。

家住梁园区刘口老陈庄的万新远：我儿子万苏一出生就被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从商丘红十字医院转到郑州东区儿童医院做了手术，住院近4个月，花光了家里所有的
积蓄，债台高筑。恳求好心人伸出援手。交办时间：3月21日

好心人送善款到万新远家

近日，家住梁
园区刘口老陈庄
的万新远向晚报
求助，希望能得到
更多好心人的帮

助，一起救救他的孩子。据他
介绍，2015年 11月 11日，他的
儿子万苏刚一出生就被诊断
为先天性巨结肠。从商丘红
十字医院转到郑州东区儿童
医院做了手术，现在在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重症
监护室观察。从孩子出生至
今，住院近 4 个月，花光了家
里所有的积蓄，债台高筑。
他恳求社会上的好心人及爱
心团体伸出援手，救救他的孩
子。

晚报这则“帮办令”发出
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
响，热心人士呼吁救救巨结肠
宝宝。不少热心市民打来电
话，询问孩子的病情。有的询
问孩子父母的银行卡号，要捐
献一份爱心。前天下午，本报

“铁杆粉丝”、商丘市寿康学会

会长徐冉从《京九晚报》（电子
版）上了解到求助信息后，正
在北京出差的他专门安排工
作人员与记者联系，详细询问
孩子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表示
要为挽救巨结肠宝宝的生命
尽一份力。昨日上午，受徐冉
会长的委托，记者同寿康学会
工作人员李涛、杨超珺一起驱
车来到梁园区刘口老陈庄村
万新远家中看望。此时，万新
远和妻子张赞正带着孩子在
上海看病，他的父母在家中筹
钱。看到好心人从市里赶来
看望，万新远的父母都非常激
动。他的父亲万朋民告诉记
者，万新远是去年刚结的婚，
年底小孙子万苏出生了。没
想到，这孩子一出生就被诊断
为先天性巨结肠。在郑州东
区儿童医院做了手术，小肠大
部分被切除，只剩下 80厘米。
残留的肠子不能维持小孩正
常的营养吸收，影响机体发
育，形成短肠综合征，每天靠
输液维持生命。住院治疗 4个

多月来，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
蓄，并债台高筑。

了解到万新远一家的困
境后，杨超珺代表学会把 2300
元爱心款送到了万朋民手中
（如图），其中 100元是徐冉会
长的个人捐款。她还开导万
朋民夫妇保重身体，大家会一
起想办法，孩子一定会早日康
复的。接到捐款后，万朋民夫
妇非常激动。他们代表全家
人，感谢社会上的好心人对他
们的关心和帮助。

随后，记者对远在上海的
万新远进行了电话采访。据
他介绍，现在孩子的肠道功能
不太好，这几天又感染，正在
打消炎针。医生说，孩子贫
血，还要输血。现在每天的治
疗费都要两三千元。他感谢
社会上的好心人对孩子的关
爱，是大家的关爱给了他一家
人信心和力量。

应热心读者的要求，记者
把万新远的手机号和支付宝
信息公布出来：其手机号为

18272630092（支付宝账号同手
机号）。

文/图 晚报记者 吴海良

记者
报告

是否该交电梯维护费 要根据合同来判断
夏邑县的关先生：夏邑县富饶春城小区，按每平方米0.8元收取物业费后，还要求每户业主每年交300元的电梯维护费。这个

钱该收吗？交办时间：3月24日

记者
报告

身份证办好了 老人一家高兴了

2 月 15 日 ，
睢县的杨先生反

映说，家住睢县蓼堤镇立新
行政村余庄村的 87岁老人余
茂贞，因没有户口，新农合无
法报销，新农保养老金也无法
领取，其家人数次到派出所为
老人办理无果。“以前是有户
口的，因为年龄大了，觉得又

不出远门，也就没有在意更换
身份证的事，现在要领取新农
保养老金和住院新农合报销
费用都需要身份证，才发现户
籍信息已经没有了。”杨先生
向《晚报帮办》求助，希望通过
记者的帮助与有关部门取得
联系，帮助余茂贞恢复户籍信
息。

随后，记者与睢县公安局
蓼堤派出所负责户籍工作的
民警刘宁取得联系。“如果老
人的老身份证、老户口簿或者
以身份证为基础办理的其他
证件还在的话，都可以作为老
人恢复户籍的原始依据，可以
直接来派出所办理手续，如果
没有这些原始依据，还可以通

过其他方式来帮助老人恢复
户籍。”刘宁说，余茂贞和家人
并未找过他申请户籍信息恢
复，如果持有原始依据的话，
可以直接到派出所申请。

与杨先生再次联系的时
候，得知老人的老身份证和老
户口簿因为时间太长都已经
遗失……

闪回

“再一次向
您和贵报道一
声谢谢，在你

们的热情帮助下，我奶奶余
茂贞的身份证已经下来了，
我代表全家向你们致谢，深
深地感谢您们！”3 月 25 日，
杨先生发短信给记者说了这
个好消息，“老人的户籍信息

恢复了，新身份证也办下来
了，谢谢记者同志了！”

杨先生说，余茂贞的户
籍信息得到恢复之后，很快
就领取到了新办的身份证。
这下子申请新农保的养老金
和新农合的报销都不再发愁
了。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记

者再次与睢县公安局蓼堤派
出所负责户籍工作的值班民
警取得了联系，“余茂贞老人
恢复户籍信息的申请在 2016
年 2 月 24 日得到审批，然后
就可以正常办理身份证等户
籍业务了。”该民警说，一般
恢复户籍信息的流程大致是
先询问申请人的具体情况，

然后查实，由申请人填写纸
质申请表，经过审批后，再
由派出所提交电子版的档案
信息，传到网上，网上审批
通过后申请人的户籍信息就
可以入库了，户籍信息入库
以后才能办理新的身份证。

晚报首席记者 鲁 超
实习生 宋 帆

再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