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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后，与车牌“失联”的车主看这里
两日来，热心市民捡到 77 个车牌，快看看本文中有没有你的它
□记者 田育臣 通讯员 李宝
本报讯 本月初，郑州突降暴雨，多条路段瞬间成
“海”，而不少
“蹚河”赶路的私
家车主也发现，回到家时，车牌却不见了。昨天，记者统计大河报热线平台发现，两
天来，共有 6 名热心读者在积水中捡到 77 块路牌。亲爱的读者，若有你的车牌，可
致电 0371-96211 联系我们。

【现场】 77 个被雨水“拐走”
的车牌等主人认领
昨天，郑州高新区一家公司的安保
人员刘先生致电记者称，6 月 5 日晚上，
该公司保安在门口执勤，因科学大道与
瑞达路交叉口附近积水较多，工作人员
在路面雨水井口处发现 2 个私家车车
牌。
“之后，我们在水里一摸，又发现了不
少车牌，可能是车牌被大水冲到了雨水
井口。”6 月 5 日一夜，工作人员一共在附
近雨水井口发现了 35 块车牌，后来，3 个
车牌被车主认领。
昨天，郑东新区一家市政公司相关
负责人也找到本报记者说，该公司环卫
工人上班时，在郑东新区范围内一共捡
到了 28 块车牌上交到公司。其中，4 块
已被车主领走，尚有 24 块车牌没人认
领。此外，另有 4 名市民拨打大河报新
闻热线说，自己在路边水中也捡到了一
些车牌。据统计，
无主车牌共 77 个。
具 体 车 牌 号 如 下 ：豫 A2CV25、豫
A6000A、豫 AZM568、豫 AG3E66、豫
AZ83K9、豫 JCP069、豫 RFW005、豫
A3EQ86、豫 A666Q1、豫 A890YV、豫
AG713M、豫 A6DP90、豫 A5SE52、豫

AJ522D、豫 AE726P、豫 ANA216、豫
QBR723、豫 A5CK52、豫 AW68G5、豫
A269YX、京 NG6B89、豫 APD555、豫
AQ6E38、豫 AZ928A、豫 A689FC、豫
AM2771、豫 A1RW82、豫 A765K3、豫
ACU712、豫 A6A01L、豫 AP7M68、豫
AF5R98、豫 A115N8、豫 AKV569、豫
A98W60、豫 A7LX92、豫 A216NA、豫
A0BB77、豫 A4NP28、豫 AT08Z9、豫
AU7V85、豫 AN367M、豫 A7AJ75、豫
A7Q97A、豫 AQ688U、豫 A7L86W、豫
AG576H、豫 A7GF23、豫 A808AW、豫
A769MY、豫 ACZ210、豫 A60H38、豫
A668GZ、豫 AC7088、豫 A7691X、豫
A072ZA、豫 A8R65S、豫 A070F8、豫
E0371Y、豫 A6T69B、豫 AJ78M9、豫
A926WJ、豫 A3H007、豫 AJ51U6、豫
A667M2、豫 B86S96、豫 A7918M、皖
AFZ003、豫 A3GH07、豫 A782R0、豫
AE009E、豫 AA516H、豫 AZ09J5、豫
A920D1、豫 AK37Z8、豫 AV200G、豫
A370AV（领取车牌时，需提供身份证信
息和行车证等证件）

[提醒]如何防止大水冲掉车牌？
路面积水，为何如此多的车牌被大
水冲掉？郑州一家汽车维修 4S 店老板
张先生称，目前，大多数车牌牌照上只有
2 个螺丝固定。而车的保险杠多是聚丙
烯材料，虽在发生碰撞时可起到缓冲作
用，但极易变形。汽车在水中行驶，车牌
与保险杠之间存在一定空隙，水在车牌

与保险杠之间来回冲撞，车牌极易发生
晃动，很容易从保险杠上被拉出或扯断，
被水冲走。
他建议，安装车牌时，最好选择 4 个
螺丝固定的车牌；对于 2 个螺丝的车牌，
尽量在下部再固定 2 个螺丝。这样可有
效防止车牌被水冲走。K

相关新闻

灾害性天气造成郑州市 6445 人受灾
本报讯 郑州市民政局 6 月 6 日发布的最新灾情报告显示，6 月 4 日、5 日的灾害
天气，惹祸不小：此次降水过程造成中牟县的狼城岗镇、青年路街道的 17 个行政村，郑
东新区豫兴路街道 6 个行政村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 6445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44.2 公顷，除了小麦倒伏，大棚蔬菜、西瓜、果树、鱼塘、线路等都跟着遭殃。本次灾害
天气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42.4 万元。
（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陈国平）

事故现场

暴雨夜，泡桐被连根拔起
停在旁边的俩车很受伤
□记者 丁丰林 文图
本报讯 前天夜里一阵疾风骤雨后，郑州一家医院里的一棵大泡桐树倒下了，刚
好砸中停在旁边的一辆奔驰车和一辆宝马车，两车车损严重，车主要求医院赔偿，医
院回应称没有收取停车费，不负责赔偿，又称，倒下的泡桐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树龄，
“根都糟了”，他们曾多次向绿化处打报告，要求砍掉，但绿化部门一直不同意砍伐，才
导致了事故发生。

事件：
泡桐树雨中倒下，
宝马、奔驰被砸
郑州市城北路上的河南省中医药研
究院附属医院院内，倒下的是一棵直径
约有一人合抱的泡桐树，树木被前天夜
里疾风骤雨连根拔起后将一辆豫 P 牌照
的宝马车和一辆豫 A 牌照的奔驰轿车压
在身下。奔驰车的后窗玻璃被砸碎，受
损情况不明，宝马车的车顶被砸变形，两
个轮胎也向外撇，经询问 4S 店，维修的
费用大概 5 万元，另一辆奔驰车的车主
也表示他的车“光是后窗玻璃就得一万
多块”，
两辆车的车损有十几万元。
周先生说，他就住在医院后面的家
属院里，平时晚上车都停在医院里。前

天晚上，他把车停在此处后，到晚上 10
点多钟，就发现树倒了，砸中了他的车。
昨天一早，他就找到医院协调，但医院称
对此事没有责任。此后，辖区派出所也
出面进行了调解，
但没有结果。
医院的保卫科长称，这两辆车所停
的位置并不是停车位，原本就不允许停
车，而且医院也没有收取停车费，所以对
此也不会负责。此外，这棵泡桐的树龄
已经二三十年了，根部已经枯死，他们曾
向绿化部门申报过好几回，希望把这棵
树砍掉，但绿化部门一直不同意，才导致
了事故的发生。

说法：
医院方与车主均有责任
记者致电郑州市园林局办事大厅询
问，该处工作人员告知称，她查询了最近
几个月的审批记录，没有发现有事发医
院递交的申请。该工作人员解释称，在
收到砍伐申请后，他们会派工作人员去
现场查看，根据《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条
例》的相关要求，如果树木长势良好，也
不影响交通之类的话，是不同意砍伐的，
但如果树木枯死，或者有空洞，虫害严重
等情况，
都是应当砍伐的。
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主任闫斌律
师认为，事件中，车主和医院方都有责

任，应该根据各自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应
的责任。
闫律师说，对于在事故中受损的车
主而言，因为他所停的位置不是医院规
划的停车位，所以他在事件中要承担一
定的责任。而作为医院来说，既然已经
发现了大树存在隐患，医院应当采取相
应的防护措施，对大树进行加固。现在
大树发生了倾倒事故，医院也应承担相
应责任。
线索提供 吕先生 稿酬 100 元
新闻热线 96211

《小区附近还有上百个地锁未拆》新闻后续

小区门前 100 多个地锁
已全被拆除
□记者 周广现
本报讯 在郑州市橡树玫瑰城小区
门口一段近 500 米长的路段上，竟然被
安装了 100 多个地锁。6 月 3 日，本报在
C02 版刊登《小区附近还有上百个地锁
未拆》一文后，6 月 4 日，管城区执法局南
曹中队的执法队员前去把这 100 多个地
锁全部拆除，缠绕居民多年的烦恼得以
彻底解决。
昨天上午，大河报记者再次来到橡

树玫瑰城小区西门外，只见门口原先安
装在地面上的 100 多个地锁一个也没有
了，地锁被拆除的痕迹还在，不少孩子在
这里玩耍。
“管城区执法局的执法人员 6 月 4 日
上午来把这些地锁全部拆除了，居民终
于可以安心从这里走，孩子们也不会再
被绊倒，谢谢大河报的报道。”小区居民
说。执法局南曹中队的郭副中队长说，
他们还会不定时来巡查，决不允许任何
人再在这里安装地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