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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为网友个人言论#不代表本报

观点$

龙都网友%浅浅心事&

本人也算是资深网购族了! 一般

买的都是小东小西! 大东西也不在网

上买! 所以通常不验货! 都是签字走

人" 前段买了食品!想着先验货!结果

快递公司拒绝验货!并声称#国家邮政

法规定的就是如此! 我们公司规定也

是如此$% 我要求他们出示规定!他们

却拿不出!并说我如果不先签字!就不

会让我验货!投诉也是没有答复"现在

的快递公司似乎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

部门管理!想维权也无奈"

龙都网友%再现江湖&

万顺达西侧邮政储蓄门前的一家

流浪人员在此多长时间了& 长期在那

里!是否影响周口形象& 就没人管吗&

职能部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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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臧秋花

本报讯 !这是您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荣誉证书" 您已经成为我们中国

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 非常感谢

您献出自己的爱心#$从市红十字工作

人员手中接过!荣誉证书$的爱心市民

蒋先生高兴地说%!今天我在这里捐献

造血干细胞" 希望能在以后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病人" 给他们带来重生的希

望# $昨天是第
+#

个世界红十字日"市

红十字会在街头集中采集造血干细胞

标本"同时通过宣传"呼吁更多的市民

积极奉献爱心&捐献造血干细胞#

当日" 在市红十字会志愿者的队

伍里" 有来自我市专科医院的一位医

生'''贾闯# 贾医生说%!每当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市民担心这会威胁自身健

康时"我都会为他们解答疑惑&打消顾

虑# 有些市民感觉捐献造血干细胞会

对身体产生危害"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

正确的#在正常情况下"造血干细胞有

很强的再生能力" 不会因献血和捐献

造血干细胞而损害造血功能" 也希望

广大市民积极献出自己的爱心# $

据了解"今年"我市的造血干细胞

血样采集工作于四五月份集中采集进

行"但截至目前"我市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志愿者并不多# 由于炎热的夏季即

将来临" 将不利于保存和运输采集的

血样"为此"市红十字会发出呼吁"希

望符合条件的市民奉献爱心" 积极捐

献造血干细胞#

又讯
#

月
1

日是第
+#

个!世界

红十字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红十

字'''人道力量$#市红十字联合市劳

动局&市民政局开展救助活动"走进市

社会福利院及城区困难家庭" 进行救

助活动" 并向残障孤寡儿童及困难家

庭发放救助物资#

据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市

红十字会向市社会福利院发放救助物

资"主要有婴幼儿的衣服"鞋帽等"共

计童鞋有
234

余双& 衣服
!444

余套(

向城区生活困难的家庭送去生活必需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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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朱海龙

通讯员 樊一林 陈勇强 文
@

图

本报讯
#

月
+

日下午"周口

市区一处没有安装交通信号灯的

铁路道口"一辆轿车与一辆火车相

撞# 轿车被巨大的冲击力撞出
!4

多米远"轿车内一男子被困"腰部

受伤#

当日
!5

时
62

分"市消防支队

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周漯路

与富民路交叉口南
#44

米处"一辆

轿车与火车相撞" 轿车上一人被

困"请求救援# $消防官兵赶赴现场

看到" 一列长达
24

余节车厢的火

车停在路口铁道上" 距火车约
!4

米远处"一辆黑色本田雅阁轿车斜

插在路边绿化带内"副驾驶位置的

车体严重变形)如图*"坐在副驾驶

位置上的一名男子腰部受伤"被困

在车内无法动弹#据目击者称"!雅

阁$轿车正由南向北行驶"在穿越

铁道时与由东向西行驶的火车发

生撞击"轿车被巨大的冲击力撞到

!4

余米远的绿化带内#

交管部门提示"机动车在通过

没有交通信号或者没有管理人员

的路口时"应当减速或停车"在确

认安全后再通过#

本栏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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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2

月
24

日"本报刊发

了+事隔月余 !破膛$路被填平,一

文" 报道了周口市区交通大道周口

中级人民法院对面人行道上的路沟

被填平一事# 昨日记者再次接到反

映"该人行道被填平后"这几天不知

何人又在原址上堆放了水泥楼板和

瓦片等建筑材料#

今年
"

月
"5

日"本报刊发消息

+人行道莫名遭!开膛$ 居民希望尽

早还路于民,"报道了该处人行道几

天时间里被断断续续挖出一条长长

的深沟" 给附近居民和过路人带来

很大不便#报道刊发后不久"中心城

区开展综合整治活动后" 综合执法

三大队经过大量走访调查" 最终锁

定挖沟人"责令其立即填平"恢复道

路原状#

!道路才刚填不久"又有死灰复

燃的现象# $据反映人说"人行道被

填平后"有人仍不死心"这几天又拉

来了水泥楼板和瓦片" 堆放在人行

道断路的原址上" 似乎打算在人行

道上搭建房屋# !其实建房已不是第

一次了" 数月前这里曾经建起过房

屋"但很快就被有关部门扒掉了# $

昨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确如反

映人所说" 被填平的人行道尚且未

进行硬化" 但路面上整齐地堆放着

水泥楼板和瓦片" 不远处已有数间

用蓝色铁皮搭建的临时板房" 显得

十分碍眼和醒目#据附近群众反映"

这些临时板房已有一些年头" 都是

临街的门面房自行搭建经营的# !希

望有关部门出面管一管"该拆的拆"

不要等房建起来后再来拆" 尽早还

路于民# $

据负责该辖区的中心城区综合

执法三大队负责人介绍"数月前"对

于人行道搭建出来的违章建筑"他

们已经集中拆除过一次# 无论出于

什么利益和目的" 都不能侵占城市

公共道路及设施# 对于整治后出现

反弹" 要经过调查和落实情况后将

给予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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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韩瀚

实习生 李博 文
@

图

本报讯 东新区作为全市的政

治文化中心" 其建设发展在我市发

展格局中地位重要" 是全市工作的

重心之一#目前"东新区改造市容市

貌工程正在稳步推进" 城市管理品

位正在得到提升# 记者昨天走访获

悉" 东新区近期治理了两个占道经

营!痼疾$"并为!两办一乡$配齐了

保洁工人"还新增了
!"4

盏路灯#

俩占道经营%痼疾&得到治理

东新区城管局主任时新鹏介

绍" 以往文昌大道周口师院门前"私

搭乱建& 占道经营极为严重"

"44

多

个&长达
!444

多米的小商贩摊位"常

年占据人行道和慢车道" 给附近居

民&学生&车辆出行造成极大的不便#

从
"4!!

年
$

月份" 东新区管委会城

管局在该校对面建立了临时康店综

合市场)如图*"引导周边流动商贩在

综合市场里做生意"私搭乱建&占道

经营和脏乱差得到了明显改善#该校

一位来自东北的在校大学生称%!以

前这里占道经营非常严重"虽然我们

吃饭&买东西很方便"但是我们买东

西都是穿梭在快车道里" 非常危险#

现在好了"有了综合市场"慢车道
7

解放
7

出来了"商贩都在市场里卖东

西"而且可选择的商品也多了# $

以前大庆路与建设大道交叉口

的占道经营现象也比较突出" 且这

里还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

给交通&绿化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今年东新区在大庆路与建设大道交

叉口东南角建起广告墙" 把小商贩

和劳务市场都规划到围墙里" 并设

立了两个口"一个是商贩的进出口"

一个是劳务市场的进出口# 东新区

还要求城管队员每天在此巡逻"并

安排环卫工人在此保洁#

%两办一乡&配上保洁工人

!今年"东新区城管局对文昌办

事处&搬口办事处&许湾乡都做了卫

生改造#以庆丰路为例"以前的街道

脏乱差" 随处可见居民扔的垃圾等

杂货# 现在的庆丰路"路面宽了"还

建起了小花坛# $东新区城管局相关

负责人李志永介绍" 东新区还对康

店社区和万庄社区投入
64

万元"给

这两个行政村配备
"6

个垃圾桶"一

个村组有
6

名统一着装的保洁工

人#

新增
./C

盏路灯

东新区规划建设环保局袁方副

局长说 %!今年东新区一共增设了

!"4

盏新型路灯" 一公里距离约有

#4

盏灯" 以后还会增加更先进&环

保的
89:

路灯" 让市民不再走夜

路#还新增了
2

处交通信号灯"未来

我们还会在多个路口增加交通信号

灯"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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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朱东一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国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截至
6

月底全国已经发生一次死亡
!4

人

以上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4

起#

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

了巨大损失#对此"我们引以为鉴"

开展这样的活动维护市民出行安

全#$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说#昨

日" 记者从市交警支队了解到"为

进一步加强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 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从

即日起至
+

月
24

日" 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 !关爱生命-平安交通$活

动#

据了解 "!关爱生命-平安交

通$ 活动从即日起至
+

月
24

日开

展"旨在通过活动最大限度预防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通过严厉打

击交通违法行为"严格路面执法管

控" 强化警示教育等一系列措施"

达到!六个一批$"即%拘留一批严

重交通违法驾驶人"处罚一批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 报废一批机动车"

吊销一批驾驶证"终身禁驾一批驾

驶员"停运一批客货运企业"形成

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氛围和严查

严管态势" 让酒后驾驶& 超速&超

员&超载&疲劳驾驶等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明显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得

到有效遏制" 保持特大交通事故

!零发案$的良好态势#

线索提供 许素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