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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郑州交警
对交通违法超过30次以上的
货运车辆和100次以上的私
家车进行集中曝光。郑州交
警表示，对于拒不处理交通违
法的车主，他们将申请法院予
以强制执行。

此次，郑州交警对97辆
交通违法超过30次的货运车
辆，对 147 辆交通违法超过
100次的私家车的车主（或单
位）、车牌号、交通违法次数等
项目进行曝光。在货运车辆
上，所有人为郑州一众道路运
输有限公司的豫AC5866货
运机动车，交通违法未处理达
到294次；所有人为贾志远的
豫AK9710货运机动车，交通
违法未处理达到132次；所有

人为王新学的豫AQ0060货
运机动车，交通违法未处理达
到102次。

在小型车辆上，所有人为
娄根喜的豫AP2803机动车，
交通违法未处理达到730次；
所 有 人 为 张 胜 千 的 豫
A019PT机动车，交通违法未
处理达到719次；所有人为张
笑天的豫A0H667机动车，交
通违法未处理达到636次。

希望交通违法较多的车
主尽快缴纳罚款处理交通违
法，如果再不处理，交警将通
过街头流动巡逻、固定岗查
扣、缉查布控等措施进行查
扣。对于拒不处理交通违法
的车主，郑州交警表示将申请
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

□记者 邵可强 通讯员 王特

本报讯 据郑州市消防
部门统计，今年前9个月，郑
州“小电电”已经惹“火”164
起。为此，郑州多部门出“组
合拳”，给电动车“灭火”。据
了解，郑州今年电动车火灾
事故起数较往年下降，尤其
是亡人事故零发生。

昨天上午，郑州市消防支
队发布今年电动车火灾报告。

根据火灾统计系统显
示，自今年1月1日至10月1
日，郑州市因电动车发生的
火灾起数为 164 起，死亡 0
人。较2015年同时段全市电
动车火灾起数 227起，死亡
22人的数据相比，火灾起数

下降约28%，且2016年未发
生因电动车引发的亡人火
灾。

据调查，目前郑州部分
居民社区违规停放电动车或
为电动车违规充电的行为依
然大量存在，一些老旧小区
因为场地等限制，未能建立
集中充电点。加上近期阴雨
天气增加，有些市民在楼栋
门口私扯电线，一旦电线进
水短路，非常容易引发火灾。

据介绍，为给电动车“灭
火”，郑州房管、公安、消防等
部门针对电动车消防安全管
理打出“组合拳”，在电动车
集中停放充电、违规行为处
罚、消防隐患查改等各方面
加大管理治理力度。

本报讯 挖坑不种树，等啥
呢？到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散
步，很多市民发现，有一段道路
人行道上的树坑早就挖好了，
却没有种树，其他路段的行道
树都已长到碗口粗，这边却只
见坑不见树。据周边居民介
绍，该路段45个树坑挖好已经
10年了，但就是不见种树，时
常有行人不小心掉到树坑摔
伤，不仅不安全，也不美观。记
者调查了解到，原来是路基下
方有隧道，不适宜种树，园林部
门将会在树坑上方摆放木箱式
花盆，替代种树。

昨日，记者来到郑东新区
商务外环路，在商务外环路与
商务西三街交叉口发现，商务
外环路人行道上有一排整齐的
树坑，大略一数，共计45个树
坑。这些树坑呈正方形，长宽
约有1米，每个树坑相距约3
米。树坑大多长满野草，有的
树坑内堆满生活垃圾。这一场
景与郁郁葱葱的周边环境很不
协调。

“十年了，一直没见种树，
不知道咋回事。”附近一位居民
介绍，常年留着这些树坑是个
巨大的安全隐患，这里晚上散
步的人很多，时常有人不注意
就踩空，脚踏进去就摔倒了，而
且很不美观，希望尽快种上树。

放眼望去，同一条路上的
行道树大多已经长到碗口粗，
唯独这一路段不见树木。就
此，记者咨询了郑州数字化城
管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在了解
情况之后介绍说，原本的确规
划的是要种树，但后来又规划
要在路基下面修建纬四路下穿
隧道，路面距离隧道太近，无法
保障树木生长，就没法再按照
原先的规划来种树。现在，纬
四路隧道已经通车，郑东新区
园林局将会在树坑上方摆放木
箱式花盆，用于种植花草。目
前，该工作正在筹备中，花盆将
很快上岗，盖住树坑。

线索提供 李四信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记者 李岚

本报讯 10月21日凌晨，
停在郑州市建设路92号院1
号楼3单元楼前的电动车突
然起火，楼上一户居民发现
后，赶紧跑出来呼救。消防官
兵将大火扑灭时，居民发现有
8辆电动车不同程度被烧毁。

当天凌晨1时许，住在建
设路92号院1号楼3单元一
楼的居民，被刺鼻的焦煳味呛
醒。隔窗一看，外面火光冲
天，该居民赶紧从家里跑出
来，大声呼喊让楼上的居民下
楼灭火，并拨打119。小区物
业值班人员听到呼救后，也提
着灭火器扑救。消防官兵赶
到后，用消防水枪进行喷射，

大火很快熄灭。
据中原区秦岭路办事处

的巡防队员介绍，此次大火是
居民从楼上扯线给楼下的电
动车充电引起的，由于发现及
时，火势没有向楼上蔓延，只
是烧毁了8辆电动车。

巡防队员王先生说，从楼
上私拉乱扯电线给楼下电动
车充电的现象，在小区十分普
遍。尽管辖区办事处和小区
物业部门多次贴告示禁止，但
仍有居民心存侥幸。此次火
灾发生后，虽然现场有明显被
烧断的电线，但楼上居民无人
承认是自己给电动车充电引
起的火灾。

目前，消防部门正在调查
此事。

郑东新区一路段45个树坑荒了10年

原因：路基下方有隧道 不宜种树
□记者 朱建豪 文图

郑州一楼房装修中倒塌，幸无人员伤亡

律师：房屋装修改造要守“规矩”
□记者 韩景玮 文 赵龙翱 摄影

本报讯 10月 24日 0时 10
分左右，郑州市场街一临街楼内
部装修时，四楼和五楼之间楼板
突然脱落，致使房屋倒塌。尽管
事故无人员伤亡，但导致周边大
面积停电。相关负责人已被控
制。下午3点左右，居民用电恢
复正常。近年来，有关野蛮装修
的事件时有耳闻。如何避免类似
事件发生？律师认为，房屋装修
改造要有规矩、守规矩，遏制房屋
装修乱象，关键是要加强监管，严
厉处罚，让不守规矩的人付出“代
价”，不敢乱来。

事件 |楼房正装修突然倒塌
记者昨天上午赶到现场时，

电业人员正紧急抢修。事故楼房
周围仍架着施工用的钢架，楼的4
层以上部分已全部倒塌。水泥、
砖块等建筑材料由四层和五层掉
落，三层楼体也有部分损坏，路边
很多车辆被烟尘覆盖。附近有居
民透露，该栋楼被人以400万元
价格盘了下来，装修后做宾馆用，

这几天一直在施工。现场相关调
查人员称：事故原因是因内部加
固装修，四楼和五楼之间楼板发
生脱落，致使房屋部分主体结构
受到损害，导致楼房倒塌。楼房
倒塌后，砸中电线杆，致周边大面
积停电。

事发后群众报警，辖区派出
所和消防人员很快赶到。辖区主

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
指挥救援，社区、城建、安监、巡防
等相关工作人员迅速在事发区域
设立警戒线，并把守路口，以避免
发生其他意外事故。消防官兵对
楼房倒塌区域进行搜索后撤离。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周
边大面积停电。下午 3点钟左
右，该区域经抢修后已恢复用电。

附近居民透露，事发楼房大
约建于上世纪90年代。在郑州
从事建筑行业的刘先生透露：郑
州市的多层老楼房，好多是在八
九十年代建的，早期的房子是砖
混结构，普遍使用的是水泥小板，
如果是那时候的房子，现在装修
应该注意其承重能力。90年代的
房子大量使用的是空心板，虽然
比小板坚固，但其承重能力跟现
在的框架结构相比还是有差距。

现在的房子很多使用了钢筋

混凝土，并使用了加劲柱、横梁等
技术和工艺。尽管如此，如果在
装修过程中，随意开门、打墙，仍
然存在安全隐患。

“房屋装修改造要守‘规
矩’。”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主
任闫斌认为：房屋装修过程中，不
管是开发商还是业主随意改变房
屋承重墙结构等装修行为，根本
目的就是要让自我利益最大化，
而这种最大化无疑是畸形的权利
最大化，以为房屋是我的，外人无

权干涉等畸形权利意识下的危险
产物。相比较而言，人们对房屋
产权和装修权等认识比较充分，
但对行使装修权可能引起的诸多
问题，特别是盲目破坏房屋原有
结构后可能引发的事故，认识不
足。只有法律、社会、监督多方发
力和完善，房屋装修、私改等乱象
才会得到有效遏制。K

线索提供 王鸿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律师 |房屋装修改造要讲规矩

交通违法730次
交警喊你交罚款
□记者 李一川 通讯员 邢红军

8辆电动车凌晨被烧毁
又是飞线充电惹祸

今年前9个月
电动车引发火灾164起

临街楼四楼和五楼之间楼板脱落，致使房屋倒塌。

树坑内没有种树，长了野草。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