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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郑州市民
刘先生致电大河报新闻热线
反映称，郑州市三全路河南省
体育中心西门一处无人看管
的停车场内，一辆本田轿车前
后四个车轮被卸，时间已经过
去两个多月而车主却迟迟没
有露面。

昨天中午，大河报记者来
到位于三全路的河南省体育
中心西门，在停车场内看到了
这辆四轮被卸走的本田车。
该车前后四个轮胎连轮毂全
部被卸走，只留下已经是锈迹
斑斑的刹车毂，在车轮旁边平
整地支起五块红砖，车底下杂
草丛生，车身四周满是尘土，
车轮应已被偷很长时间。

在现场的金水区巡防队
员郭峰告诉记者，前日一位
自称是体育局的工作人员
称，6月3日早上经过此处时
就已发现车轮不见，并不清
楚这辆车是何时停放至此
的。

随后，大河报记者绕着轿
车一周仔细搜寻，并没有找到
该车车主联系方式。这个停
车场虽然有保安值守，但不收
取停车费，只要有通行证就可
以在此停放。停车场门口的
保安称，他刚来六天时间，对
该车辆情况一无所知。

随后记者通过交警部门
进行牌照查询，发现该车车主
名叫王建立，但没有留下联系
方式。

线索提供 刘先生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8月5日上午９时，郑州市民
葛先生找到大河报记者，说有人
将大学路与政通路交叉口东侧路
北的人行道，用黄色围挡圈起近
百米长，当成停车场进行收费，把
人行道完全阻断，就连盲道也被
圈了进去。

记者赶到现场后，看到一名
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坐在“停车场”
门口，不时向进去停车的人收
费。在门口的办公桌上，摆放着
一块收费标准牌,在该停车场内，
停有大量的自行车、电动车和三
轮车。东侧的围挡外，挂着写有

“此处禁止停车，违者放气”等字
样的牌子。

当问及为何在人行道上建停

车场收费时，中年男子称他是三
个月前才来上班的，不清楚此事，
也拿不出开办停车场的审批手
续。他提供了老板王某的电话，
具体情况让记者联系王老板。

“停车场把人行道圈住后，行
人只能从机动车道上绕行，很危
险。”市民葛先生说，他家就住在
附近的小区里。一个多月前的
一天，他晚上散步时因没看清该
停车场在人行道上摆放的围挡，
被两块围挡间连接的铁丝绊倒，
摔伤了腰和腿，手机屏也摔碎
了。他当时特别气愤，认为人行
道属于公共道路，不该被人私自
圈占。为此，他曾找停车场的人
进行理论，并向对方提出索赔，但

对方却让葛先生找出租方索赔。
“这些天我来这里讨说法时，

得知有十几个人也被绊倒过，只
是因为摔得不重，就自认倒霉
了。”葛先生说，当天刚被摔住时，
胳膊和腿上都有大片的瘀青，腰
椎也受到损伤。

记者随后拨通了王老板的电
话，对方称自己在这里办停车场
已有1年多了。所占的地方是从
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租来的，曾
与对方签过租赁协议，协议规定
每年要向对方交一定的租赁费
用。记者问其每年具体交多少费
用、与该公司哪个部门签的合同，
是否能让记者看一下合同时，王
老板说了一句“这不能告诉你”。

□记者 李岚 文图

核心提示丨
8月5日，市民向本报反

映称在位于郑州市大学路与
政通路交叉口东侧路北的人
行道上，被人私自圈起了近百
米，建起了收费的停车场。停
车场的老板说，他是花钱从某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租来的场
地，而对方公司的工作人员却
称从未出租过此地。辖区建
中街办事处城管执法人员接
到市民投诉后，责令停车场立
即拆掉占压人行道的围挡，并
将占压在人行道上的所有设
施拆掉暂扣。

当天上午10时，记者在大学
路与政通路交叉口的一栋商务
楼上，找到了王老板说的某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运营站
的工作人员说，王某所建停车
场的地方，由负责C区商业的主
管王先生管理。该管理人员告
诉记者，一个多月前，他确实接
到了市民葛先生的投诉，为此，
他“N多”次联系过王老板并进
行协调，但因双方一直达不成
赔偿协议，他也无能为力，只能
建议葛先生通过法院起诉解决
此事。

问及该公司为何将人行道出

租给王老板时，王先生矢口否认
出租一事，他说自己刚到公司工
作不久，从未听说过公司将人行
道出租给王老板建停车场，也从
未见到过双方所签的合同。他
曾就此事问过其他同事，也没人
知情。

“如果是我们公司租给王老
板的地方，王老板一定会服从公
司的管理，当初公司出面协调葛
先生的事时，他不可能置之不理
的。”王先生说，王老板的停车场，
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也不
清楚是谁批准王老板在此建停车
场进行收费的。

上午11时，二七区建中街办
事处城管执法队的执法人员赶到
现场。因停车场一时无法出示开
办审批手续，老板王某也不露面，
执法人员责令收费人员立即拆除
安装在人行道上的围挡，保证人
行道畅通。执法人员表示，下一
步将调查该停车场是谁批准开办
的，一旦查明，将报请相关部门追
究责任。

８月６日上午，执法人员将
停车场所有设置在人行道上的挡
板和设施全部清除，并暂扣，依法
将该停车场取缔。目前，此事仍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当中。

□记者 韩景玮
实习生 赵环环 文图

本报讯“白送对方一袋
西瓜，又给对方70元钱。现
在才发现对方给的是一张点
钞券，还以为是 100元的钞
票。”8月8日早上6时许，在
郑州陇海路与西三环交叉口
东北角，一对在路边卖瓜的中
年夫妇，正瞅着手里的一张点
钞券发愣：“这玩意儿是咋到
我手里的呢……”面对记者，
卖瓜的夫妇向记者诉说遭遇，
希望其他卖瓜人不要再上当
受骗。

据这位张姓卖瓜男子介
绍，他来自中牟，今年45岁，
两天前，他和妻子李花从老家
中牟来郑州卖西瓜。7日下
午，他们来到西三环和陇海路
桥下卖瓜，到晚上7点左右，
两人为促销，老张事先用网袋
装好了一些西瓜，每袋有六七
十斤，卖30块钱，由于便宜，
买瓜的人不少，一直忙到9点
多才算消停下来。

当时累了一天，也没清点

卖了多少钱，二人就倒在瓜车
上睡觉了。今天早上天亮后，
二人掏出昨晚的卖瓜钱进行
清点，发现里边有一张很像一
百元的大钞，拿到手里一看，
原来是一张点钞券。

“就是再傻，也不会收这
样的钱呀！”二人思前想后，
才想起收点钞券的过程，7日
晚上，有一开车来的男子，说
是要买一袋西瓜，对方从兜
里拿出一张 100元的钞票，
递给了老张的妻子。就在李
花查验好后准备找零时，对
方又说干脆给零钱，李花又
把那张100元钞票还给了对
方，对方掏了半天兜后，又说
零钱不够，又把 100元的钞
票给了李花。经过一番转
换，李花看都没看就把钱装
到了兜内，又找给了对方70
元钱。“今天才发现是点钞
券，这也太坑人了！”老张希
望记者曝光这种行为，给其
他卖瓜人提个醒。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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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岚

本报讯 8月7日上午，郑州
公交一公司 203 路车长岑战
成，行车途中突然听到车厢里
传来孩子的哭声。经询问得知，
男孩是跟着大姨出来的，不知
何时大姨下车了，把他落在公
交车上。

8月7日上午9时50分，岑
车长驾驶203路公交车沿建设路
行至华山路口东侧时，突然听到
车厢里有个小孩子在哇哇大哭。

“那个小男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说是跟大姨走散了。”岑车长告诉
记者，小男孩自称颍颍，今年6
岁，是从乡下来郑州大姨家玩
的。在乘坐203路公交车时，大
姨和表姐不知何时下了车，留下

他一个人在公交车上。
担心颍颍走丢，岑车长将他

带到终点站。调度员见小家伙哭
得伤心，忙拿来牛奶给他喝。由
于颍颍说不出家人的联系方式，
也不知道大姨家的住址，岑车长
和李国萍调度只能发动车队的所
有车长帮忙，留意在行车途中是
否有人寻找孩子。

上午10时40分，颍颍的大
姨喻女士急匆匆赶到了203路车
队调度室，看到岑车长和李调度
正拿着吃的喝的逗孩子开心，当
即感动得直掉泪。喻女士说，颍
颍放暑假后，从南阳方城县的乡
下来到郑州找她。考虑到颍颍从
没见过地铁，当天上午，她带着女
儿和颍颍去乘坐地铁。从小区出
来后，他们上了203路公交车，打

算到建设路秦岭路地铁站坐地
铁。公交车行至建设路与秦岭路
交叉口东侧公交站点时，她冲着
颍颍喊了一声“下车了”，便和女
儿下了车，可能是声音嘈杂，坐在
车厢前排座上的颍颍没听到。等
公交车开走后，她和女儿才发现
颍颍没下车。

“当时把我急出一身汗，赶紧
拦了一辆出租车去追，一直追到
公交的终点站，却没见到颍颍的
踪影，只好坐出租车返回自己下
车的公交站，后又打的回家查
看，均没见到孩子。”喻女士说，
如果把颍颍丢了，她不知道该如
何向妹妹一家交代。当她再次
打的返回公交站时，有车长告诉
她，孩子被送到了车队调度室，
她便赶来了。

说法丨执法人员依法取缔停车场

现场丨有人在人行道上圈出收费停车场

碰到买瓜者来回换钱时要留心

有人拿百元点钞券“坑”瓜农

免费停车场内
轿车车轮“停”没了
呼叫车主，快把你的车“领”回家6岁娃被落公交车上

好心车长陪小娃等来家人

人行道上，有人私自圈出收费停车场。

围上栏杆，人行道变收费停车场？
执法人员已将该停车场取缔

瓜农误收的点钞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