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会民生组版编辑!童晓霞 韩志刚 电话!

!!""!#$

!"!"

年
!!

月
#

日 "%#$%&'&'()(*)*+$,+,-#

太昊路两侧有人毁坏绿化带私自"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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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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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开发区

城管大队$公用事业管理中心联合太昊路办事处$淮河

路办事处#在市规划局$杨脑村%两委&班子的配合下#

集中对太昊路杨脑村段道路两侧的违法现象及不文

明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据开发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最

近一年多来#开发区辖区%示范路&太昊路西段杨脑村

周边的居民和商户为了方便出入#擅自在绿化带中铺

设了道板及水泥沙浆路面# 破坏了绿化带中的植物(

这些私自%开口&铺设通道行为没有办理审批手续#严

重地影响了示范路的市容市貌#与周围景观极不协调#

属于违法违规施工( 为严厉打击这些毁绿行为# 维护

开发区市容环境#他们及时与区城管部门联系#出动执

法人员
.#

多人#并在市规划局$太昊路办事处杨脑村

委会的配合下#动用
/

台大型机械#依法对未经审批私

自毁坏绿化带铺设的通道进行拆除!如图"#并对当事

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统计数字显示) 在当天的执法过程中) 共有
/+

处违法占用绿化带铺设通道的行为被依法查处* 这

位负责人表示) 他们近期将利用冬季植树的大好机

时 ) 对被毁坏的
/###

多平方米绿化带进行补栽补

种) 及时恢复原貌) 还广大居民一个整洁有序的生

活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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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汇区爱卫办呼吁大家自觉自律并加强监督举报

本报讯
0

记者 李瑞才 " 今年年

初# 为解决广大市民在滨河公园散步+

游玩时遇到的%方便&难题#我市在滨河

路!大庆路至周口大道段"选址修建了

两座公厕# 并于
+#

月
+

日起正式对外

开放(然而#启用仅一个多月#公厕内的

水龙头$冲水阀门$挂衣钩$顶灯等配套

设施便屡遭%黑手&#其中一座公厕更是

因为便池被砸碎而被迫关闭整修(

%公厕是为大家服务的# 我们应当

爱护公共设施#方便了别人就是方便了

自己( &看到受损严重被迫关门整修的

公厕#正在滨河公园散步的市民赵先生

显得很气愤#他告诉记者#政府投资在

滨河路上修建公厕#给大家提供了极大

方便#附近的市容环境随之也明显地得

到改善( 这两座公厕

自投用后# 周边随地

大小便的不文明现

象基本消失了(然而#

才投用不久就屡次遭

到破坏# 真不明白干

这些损人不利己事

情的人到底是怎么

想的#太没公德了#希

望职能部门加强管

理#对这些破坏分子#抓住了一定要重

罚(

公厕本来是服务大众的公共资源#

为啥频遭破坏,据负责管理这两座公厕

的川汇区爱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两

座公厕被人破坏不止一两次了#破坏分

子一般都选择在夜里等值班人员下班

后下手# 之前几次破坏得不太严重#很

快就修好了# 可这次破坏得太严重了#

到了关闭整修的地步(他认为-%现在很

多人对公共设施都是抱着不关自己事

的态度#更不要说主动去保护了#就算

看到有人在破坏公共设施#大部分人也

不会选择出面制止#更不会向有关部门

反映#此举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破坏者的

嚣张气焰&(因此#他呼吁市民善待公厕

中的设施#自觉维护公共财产( 如果发

现有人盗窃或恶意破坏公厕设施的行

为 # 应主动进行制止 # 还可以拨打

#,"1%2!$2".$

进行举报或及时拨打

++#

报警(

马上评!

别让公厕再"受伤$%

公厕的兴建#不仅彰显了当地政府

一切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更客观地反

映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政府投巨资

在滨河路上新修建并启用不久的两座

公厕为何屡屡遭遇%伤害&' 笔者以为#

除了个别利欲熏心的违法分子%财迷心

窍&外#还有一些是缺乏社会公德者恶

意破坏以及配套监督举报制度的缺失$

真心希望广大市民积极行动起来#除加

强自觉自律外# 还要加大监督举报力

度#让贪小便宜的人(让恶意破坏者没

胆子再下%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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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海龙"%过来看一

看啦#免费领礼品啦. &一名女子用喇叭

高喊着#但要想领免费礼品#必须提供身

份证号+手机号+个人肖像等实名信息(

这样的推广活动你会参与吗,

++

月
1

日# 市民周先生在淮阳县葛店乡政府旁

就遇到这一幕#感觉这一切像是个骗局(

周先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据他介

绍#

1

日他在葛店乡采风时# 发现在葛

店乡政府大门口西侧#有两名女子在路

边搞活动#%就是免费送礼品#但必须把

你的身份证号+手机号+个人肖像记录

在她们的手机里&(周先生说#这些个人

信息都是个人隐私# 外露了会很麻烦

的( 这让周先生有些担心那些参与者

的个人信息安全(

在现场#周先生看到有不少人被她

们的免费礼品所吸引# 纷纷登记领礼

品(%我感觉天上不会掉馅饼#这种活动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周先生质疑#

农村人个人信息防范意识淡薄#很容易

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就周先生的担心#记者从周口公安

部门了解到#目前#尚未接到有关市民

领取免费礼品后#致财产损失个人信息

泄露的报案#此活动是否安全#警方也

无法给出判断# 但市民应加强防范意

识#注意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首先

要了解此类推广活动到底是官方活动

还是个人行为#像这种需要提供个人真

实身份信息的街头推广活动肯定存在

风险因素#尽量不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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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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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
2

时
,#

分左右# 淮阳县城关镇西城区发

生一起命案# 致一人死亡(

据了解# 当天上午# 一名来自吉

林省的青年男子隋某某# 在淮阳西城

区一家烟酒门市部购买香烟时# 因价

格分歧与店老板高某某发生争吵( 隋

某某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高某某

捅伤后逃离现场# 受害人高某某被送

到医院后# 因失血过多# 经抢救无效

死亡(

记者从淮阳警方了解到# 淮阳县

公安局
++#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 立

即启动命案侦破快速反应机制# 刑侦+

交警+ 巡特警+ 派出所等部门警力迅

速赶赴现场# 展开紧张有序的现场勘

察+ 调查走访及抓捕等工作# 案发
,#

分钟后# 在淮阳汽车站将作案后准备

潜逃的隋某某 !男#

/+

岁# 吉林柳河

人" 抓获( 经警方突审# 犯罪嫌疑人

隋某某对自己行凶一事供认不讳( 目

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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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海转

近日#一颗%长生不老&的西红柿在

朋友圈红起来$面对这颗在常温状态下

放
."

天不坏的西红柿# 网友们这样吐

槽) 果蔬在药水的作用下都长寿了#不

晓得人的耐药性是否也见长'

说到有关食品安全的吐槽#笔者不

禁想到以前看过的一个不是笑话的笑

话#说在美国的一个餐馆#有一天食物

出了问题#当天不少客人都食物中毒去

了医院#而没事的全是中国人$ 从近年

来曝光的%老酸奶&到苏丹红(毒胶囊到

瘦肉精# 类似让人苦笑的段子不胜枚

举$ 这些自嘲又无奈的吐槽背后#折射

出国人对食品安全的深深忧虑和殷切

期待$

曾有调查显示# 中国人对食品安

全状况感到 %没有安全感& 的占七成$

为何大众对食品安全如此战战兢兢 '

私以为# 食品安全是一个关系到民众

生活甚至生命的大事# 相关部门必须

重拳出击# 打倒食品安全道路上的拦

路虎# 不能让食品安全问题停在网友

的 %吐槽 & 上 # 扣在大众的心头上 $

至少# 别让广大老百姓在 %吃什么'&

%敢不敢吃 '& 等问题之间取舍不定 (

徘徊难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