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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暖气漏水楼下住户遭殃
反映问题：我是民权县中置华府小区业主，2018年 11

月 24日，因楼上空置房的供暖水管漏水，造成我家多处被
淹，损失严重。现在我不知该如何索赔，请相关部门支招。

办理单位：民权县委
办理结果：接到反映后，民权县住建局工作人员和

热力公司维修人员到反映人家中实地核查。漏水的住户
位于中置华府 1号楼 1单元 4楼，该户一直未装修，家中
管道与地暖分水器未连接。因热力公司工作人员开启供
暖阀门操作不当导致该室漏水到反映人家中，造成反映
人家中物品损失严重，由热力公司负全责。在民权县住
建局的协调下，近日，反映人与热力公司达成赔偿 2万
元、免除2019年的暖气费的和解协议。

“被贷款”影响征信该咋办
反映问题：2006年，虞城县信用联社鹏程信用社在

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贷款一万元，至今
显示未归还，我的银行征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请相关部
门调查核实，督促银行按规定办事，把钱还上，消除影响。

办理单位：虞城县委办公室
办理结果：经查，该笔贷款发放单位为鹏程信用

社，贷款金额一万元，贷款起始日是 2006年 7月 26日，
贷款到期日是 2007年 7月 26日。经查，该笔贷款为借名
贷款，实际借款人为王某，系反映人的亲属，已死亡。
在该问题投诉以前，信贷员曾多次向实际借款人进行催
收，直至借款人死亡催收无果。因在该笔贷款中信贷员
调查不实、审批人审批不严，致使王某使用反映人名义
借款一万元。按照《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行为处
理办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经虞城县信用
联社研究，决定给予信贷员警告处分，给予审批人警告
处分，并由信贷员对贷款进行包赔。经市农信办审核，
现已为反映人去除了征信不良记录。

事件回放：近日，市公安局新城分局根据群众举
报，将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私设停车场收取停车费的
16名违法犯罪嫌疑人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依法拘留。

经查，2017年年底以来，马某发、马某等人在未经
合法审批、未办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在市第一人民医
院北门往东香君路南侧辅路处，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
地私设停车场，对到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探视的车辆
违规收费，每辆车收费 10元。因有利可图，周某营、叶
某田、韩某洋、乔某洗、李某、张某命、段某伟、肖
某、王某梅、苏某意、杨某春、曹某霞、王某霞、马某
三等多人效仿，先后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周边私设停车
场，把医院周围的空地和人行道占用违规收停车费。政
府部门多次制止，但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给周边居住
的群众和看病、探视的群众造成不便，影响恶劣。

2019年 1月 15日，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组织警力对涉
案人员进行了集中抓捕，共抓获嫌疑人员 16人，并连夜
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查清了涉案人员违法犯罪事实，查
证违法收入100余万元。目前，16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已被
拘留，私设的停车场已被取缔。

网友评论：抓得好！政府部门要对公共性、开放性
和服务型较强的医院的停车情况进行进一步梳理，综合
采取多种方法，改善医院门前交通混乱、停车难等现象
和问题，从而更好地方便群众就医。

——碎碎念的本尊
点评：市区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私设的停车场，期待

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对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非
法停车场予以严厉打击，坚决取缔，为市民营造安全、
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医院附近私设停车场被取缔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2月21日10时至2019年2月22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sf- item.taobao.com/sf_item/586491306409.htm?spm=a213w.7398554.
paiList.6.74a73662bXuzXJ，户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东城区天润
城小区一期26号楼2402号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
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邱法官 联系电话：1508295162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1月21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经调查，“宁陵县爱心志愿团”“宁陵县爱心公益车友俱乐部”未经登记，擅

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依据《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已分别于
2019年 1月 9日和 2019年 1月 11日依法对“宁陵县爱心志愿团”“宁陵县爱心公
益车友俱乐部”予以取缔。

特此公告。
宁陵县民政局
2019年1月22日

非法组织取缔通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

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131号）的规定，我们对商丘绿实置业
有限公司所提交的“绿城·蘭园”项目（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城关镇南御道
西段南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
目进行了现场勘查，认定该项目符合预售条件，现准予预售。预售范围为 18#、
19#楼。预售许可证号2019第004—005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19年1月21日

公 告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近日，睢阳区一居民汤先生
通过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微信公众平台反映：“睢阳区
郭村镇西胥村南街 030县道向南方向的路中间经常有非
法摊点，特别容易导致交通拥堵，同时也影响附近村民
出行。”他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及时处理一下。

“12345”话务员了解情况后，按例行程序形成工
单，立即由调度人员派送至睢阳区政府。接到工单后，
睢阳区交通运输局迅速安排该局路域环境执法一中队执
法人员前往郭村镇西胥村南街进行现场查看。执法人员

到达现场后，没有发现擅自在公路上摆摊设点影响正常
通行的现象。随后，执法人员对沿线群众进行走访，据
沿线群众反映，西胥村南街每个月初七、十七、二十七
逢会，其间会出现几次交通拥堵现象。通过走访了解，
睢阳区交通运输局已基本掌握出现交通拥堵的原因，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部署，
找准规律，在每次逢会的时候，安排路域环境执法中队
提早赶往易出现拥堵的路段，对摆摊设点现象进行有效
整治，确保公路畅通，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出行环

境。目前，该路段没有摆摊设点现象，车辆和行人正常
通行。随后，睢阳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及时与汤先生
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回复。

汤先生在接到市 12345政府服务热线话务员电话回
访时高兴地说：“非常感谢12345政府服务热线，我对这
个处理结果很满意。之前已经有工作人员跟我联系过
了，以后逢会都会有执法人员提前整治，我也是无意间
关注了 12345的微信公众号，这可真是帮助群众的好平
台啊！”

公路不是市场 摆摊影响通行
“12345”微信公众平台帮助群众解困扰

上周受理的有效事件 864件，其中，电
话受理 788 件，微信受理 50 件，手机 APP
受理 20件，政务服务网受理 5件，网站受理
1件。

上周的主要热点工单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环境保护类（各类噪音问题）、市政管理
类（下水道问题）、水电气暖类（停水以及暖
气不热问题）、农村农民类（各类补偿及赔偿
问题）、房产物业类（购房及物业问题）。

本报记者 司鹤欣整理

1月 21日，在方域路
农贸市场门前，几辆车停
在红色健步跑道上，影响
大家通行，而旁边就是停
车位。

本报记者 张 博 摄

1月 20日，在南京路
由东向西方向的道路上，
一辆满载废品的电动三轮
小货车在机动车道上飞速
行驶，后面的货物高高堆
起。由于载货过多过高，
后视处于盲区基本看不见
后方情况，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1月21日，在珠江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东南角，密密麻麻
的弱电电线裸露在外。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1月21日，在北海路与睢阳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的人行道
上，窨井盖缺失，电线架在上面。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1 月 21 日，在江华路 （睢阳大道至豫苑路段） 人行道
上，电线掉落在地面上。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耄耋”“饕餮”“叒叕”“虺虺”“茕茕孑立”……
当这些冷门字词，搅动着“根本停不下来”的旋律向
你袭来时，什么感觉？

最近，一首被称为“神曲”的《生僻字》在网上
火了，不仅被广为传唱，而且演绎出了粤语版、中医
版、动画版、英文版等多个版本。与很多流行歌曲相
比，这首歌的气质有点特别。从浩如烟海的汉语词汇
中遴选字词，依照意义、音韵等加以组合，配上轻快
悦耳的音乐节拍，拉近了人们与难认难懂字词的距离。

“想不到，听歌还能听懵了！”“要唱这首歌，得先
把字认全”“茕茕孑立：孤独的样子……”网友们的留
言，或惊奇，或调侃，或抓狂，或拍砖，表达着不同
的感受。不必苛求每个人都明白“踽踽独行”“不稂不
莠”等是什么意思，但至少要知道，在“官宣”“确认
过眼神”“真香”“扎心了，老铁”等之外，我们的汉
语还有另外一种风貌。

磕磕巴巴也好，行云流水也罢，当人们纷纷唱起
这首“神曲”的时候，其实也在拨动深藏于心的文化
之弦。对今天的受众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感知传统文
化的渠道更加多元，更期盼以创新、生动、贴近的方
式打开文化之门，这就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
生面”。

《生僻字》的流行并非个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传统文化因子注入百姓生活。从热播的《中国成语大
会》《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节目，到故宫博
物院、北京颐和园、苏州博物馆等推出的网红文创产
品，无不各显神通，挖掘和演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
蕴，点燃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

文化之花经冬不凋，是因为传承从未断绝；文明
之树挺拔傲立，是因为根系深扎大地。正如 《生僻
字》中所唱“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
故事里，有古今，有你我，有未来。

“神曲”为什么会走红
□ 辛识平

事件回放：日前，商丘市政府网站公布《商丘市体育
场馆管理中心体育馆2019年开放工作方案》，根据国家体
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大型体育场馆开放工作有关事宜的
通知要求，商丘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体育场馆 2019年将
面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主体育馆免费开放项目为篮球、武术、摔跤等，开放
时间为国家法定节假日、8月 8日全民健身日、周六周日
的上午 09:00—11:30，下午 14:30—18:00；社团协会低收
费开放时间为早 05:30—
8:30， 晚 17:00—20:30。
训练馆免费开放项目
为篮球、健身操、羽
毛球，开放时间为全
年免费开放，具体时
间 为 早 6:00—10:00，
下午 14:30—18:00。室外
场地全年全天候免费开
放。

具体情况，大家可以
扫描右面二维码进行了解。

商丘市体育馆要免费开放啦

网友评论：政府投入巨资建设的体育场馆，主要是用
来供群众强身健体的，免费开放体育馆符合群众的意愿。
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城市健身中心、市民球场免费开放，成
为普惠市民的常态福利。

——商东南
点评：今后还应该鼓励学校、企业等向社会开放运动场

馆，以方便更多群众就近健身，减轻公共健身资源的压力。
本报记者 杨宁 整理

电线外露有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