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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康县人社局采取多种
形式，深入宣传脱贫攻坚优
惠政策，帮助困难群众了解
各项政策，让困难群众充分
享受各项优惠政策。

一是创新宣传方式。该
局在贫困村举办就业扶贫宣
传日活动，设立宣传咨询台，
发布优惠政策及招聘信息。

二是抽调业务骨干，成
立扶贫政策宣传队。在各乡
镇不间断开展政策宣传。采

取集中和入户宣传相结合，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讲
解惠民政策。

三是印制《太康县人社
局脱贫攻坚政策宣传手册》3
万份，发到每个贫困户家
中。制作“困难群众医疗保
险明白卡”版面1000个，“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和
补贴新标准”版面800个，让
困难群众明白各项优惠政策
的办理流程。（赵永军 李帅）

小区物业设曝光台
创新背后也是无奈之举

“支持！”“干得漂亮！”看
到郑州一小区物业设曝光台
曝光遛狗不拴绳等不文明行
为的报道后，众多网友纷纷点
赞支持。

有网友表示，很多不文明
行为背后，都隐藏着很多“危
险”因素。就拿遛狗不拴绳来
说，尽管一再提醒，总是有一
些人不注意，让狗在小区里乱
跑，尤其是大狗，让人老远看
见就害怕，万一狗咬伤人，被
咬的人倒霉，主人也要担责。
有网友叮嘱：请一定要拴狗
绳！

还有支持者表示，物业设
曝光台初衷是好的，同时也是
无奈之举。小区人多事杂，业
主的习惯、素质等参差不齐，
肯定存在一些管理难题，对一
些人的不文明行为劝说无效，
试着“板起脸”曝光，或许多少
会起到督促作用。

反对物业设曝光台的网
友中，除担心物业设曝光台操
作不当容易构成侵权之外，也
担心曝光后反倒容易激化矛
盾，适得其反。网友“自由猫”
说，有些人死要面子，还是“杠
精”，“万一被曝光后跟物业杠
上了，弄不好会引发新的矛
盾，还不如加强劝导。”

就在各方对小区物业设
曝光台热议时，昨日下午，
记者在该小区南门发现，原本
立在此处的曝光台已不见踪
影，值班人员称撤走了，“以
后有需要曝光的话，会再摆出
来。”

整治小区不文明行为
不单单是物业的事儿

“看了报道，我们一帮从
事物业服务的朋友也议论了
半天。”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对有小区物业设曝光台的做
法，同行们也是看法不一，“我
们更希望广大业主明白，整治
小区不文明行为不单单是物
业的事儿，应该是大家的共
识。”

据介绍，今年1月1日起
实施的《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明确指出，业主在物业管
理活动中，应履行多种义务，
其中包括：遵守业主公约或者
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
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
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维
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等等。

另外，今年7月1日起施
行《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在公民行为的规范与倡
导方面，也指出应当维护公共
秩序，文明生活，不得在禁止
吸烟的场所吸烟；遵守饲养畜
禽、宠物的有关规定。

业内人士表示，每个新小
区的业主入住时，物业都会跟
业主签订《业主公约》或《（临
时）管理规约》，其中都会对禁
止哪些不文明行为进行提醒，
业主签字认可后，就该共同来
遵守小区里的公约或规约。

减少不文明行为
物业摸索出“温柔三招”

不让把电动车推上楼充
电，以免引发火灾酿成悲剧，
可就是有人不以为然……形
形色色的人聚集到一个小区
生活，各种矛盾难免。业内人
士称，报道中这个小区物业要
曝光的七类不文明行为，样样
都是小区“顽疾”，既让很多业
主反感，也是很多物业共同面
临的管理难题。

那么，针对这些管理难
题，该如何破解？记者了解
到，也有小区物业摸索出一些
有效的办法。

郑州天骄华庭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为营造文
明和谐的小区氛围，物业一直
循循善诱，在电梯、各单元公
示栏等地方张贴温馨提醒，比
如，不能把电动车推楼上充
电、不能占压消防通道等，遇
到极少数不听劝阻的，物业还
曾和片警一同上门提醒，效果
明显提升。

在郑州鑫苑名家小区，物
业还摸索出了提升文明的“温
柔三招”。

该小区物业经理王斌介
绍，首先，每位业主交房时，都
会面对面宣传，签订《管理规
约》，对小区内日常行为进行
规范和文明倡导，打好基础。

其次，平日里，除了线下
通过公告栏、电子屏发布通知
或温馨提醒，物业人员很擅长
利于微信平台，和所负责楼栋
的业主加为微信好友，通过微
信朋友圈发布天气提醒、停水
停电通知、居家安全注意事项

等服务性内容，还时常转发一
些倡导小区文明行为的内容，
线上营造氛围。

如果有业主不自觉，经物
业人员多次劝说仍明知故
犯，该咋办？王斌说，能通过
协调解决最好，实在不行，不
妨试着借力，进行上报，借助
社区、网格长、片警、养犬办
等人员的力量，帮助化解，共
管共治。当然，物业还可以
试着发动小区的老党员等热
心业主，共同成立志愿者服
务队，在小区内义务巡逻，看
到不文明行为及时出面制
止，劝导，再开展一些日常的
宣传倡导活动，吸引更多人
参与到共建文明小区中来，

“环境会影响人，大环境好
了，会让更多人注意自己的
行为。”

有的请小猪佩奇帮忙
有的发“养狗劝导员”马甲

“我们小区的物业为提醒
大家文明遛狗，出门拴狗绳，
在电梯张贴了图文并茂的公
益海报，把小猪佩奇都用上
了，写着‘小猪佩奇提醒大家：
文明养犬请注意以下几点
……’很萌很吸引人，效果也
更入心。”读者王女士对小区
物业的这一做法印象深刻。

“我现在住的小区的物业
在倡导文明养犬方面，有一
个做法挺好。”昨天，不久前
从郑州移居西安的刘女士看
到报道后，通过微信同记者
分享身边的物业管理妙招，
就是给巡逻的保安穿上马
甲，上面写着“养狗劝导员”，
对方巡逻时发现业主遛狗不
拴绳、不清理狗便便等行为，
可以上前及时劝诫，其实，发
现这些不文明行为，每个人
都有权利去劝诫，为什么大
家不去说呢？“我觉得，还是
权利和责任的意识问题，有
了这个背心，师出有名，其他
小区可以借鉴一下，除了保
安，还可以发动群众一起监
督，养成习惯就好了。”

还有网友分享说，要尽可
能减少小区不文明行为，可以
充分发挥业主微信群的优势，

“大家都在群里，看到身边有
不文明行为及时提醒，也让物
业管家能第一时间看到，大家
共同来监督、倡导”。

本报讯 7 月 20日，郑
州市二七区兴华北街12号
院一住户疑发现天然气泄漏
后，处置不当导致爆炸并引
发火灾，室内部分财物被烧
毁。眼下正值高温酷暑，家
庭用气安全不可轻视。

据介绍，7月20日14时
许，兴华北街12号院突然发
出“嘭”的一声巨响，正在中
原社区巡防室值班的大学路
巡防队员当即跑出查看，发
现大量黑烟正由该院1号楼
西侧一层一户居民家破损的
窗口冒出。爆炸发生之后，
一层住户空调室外机管线起
火燃烧，火焰扑向窗外停放
着的多辆私家车，而窗户下
方还设置有天然气表箱，火
势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巡
防队员立即拨打119和110
报警，并和院内人员一起展
开扑救，经过大家的奋力扑
救，蔓延的火势得到控制，二
七区消防大队的消防车赶到

时现场明火已被扑灭。
消防官兵对出事房屋进

行了检查，此时屋内已是凌
乱不堪，到处是被烧的痕迹，
厨房和卧室的窗户玻璃被炸
碎，窗框也已严重变形，空调
室内机被烧得只剩下金属部
件。50多岁的男性住户头
发在火中被部分烧焦，面部
和颈部皮肤通红似曾遭到灼
烧。他在接受询问时称回家
时闻到室内浓浓的天然气
味，于是进入厨房打开了排
气扇，希望借助排气扇给室
内换气，但爆炸瞬间就发生
了。

燃气为方便市民的生活
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仍有不
少市民对如何安全使用燃气
一知半解。燃气使用不当，
很容易造成爆炸和中毒事
件，今天，本报为大家科普一
篇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记得
转给身边的人，莫让悲剧发
生。

太康县人社局
多措并举强化扶贫宣传

吴参谋说消防

进家门就闻到天然气味
打开排气扇瞬间爆炸

小猪佩奇进电梯 当上文明提醒员
一小区物业设曝光台引围观，其他小区物业为减少不文明行为也有高招

在小区内遛狗不拴绳、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不文明行为，小心被物业曝光！
前天，大河报·大河客户端报道了郑州市一小区物业在小区大门口设曝光台、定
期曝光小区内不文明行为一事，引发多方关注和热议。支持物业设曝光台的人
很多，担心曝光容易激化矛盾的人也有，各说各的理，不过大家都认可物业想方
设法减少小区不文明行为的初衷，通过设曝光台的尝试，大家更关心的是：随着
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众人共同生活的小区，为营造和谐文明氛围，
尽可能减少不文明行为，物业怎么才能做得更好？业主又该注意些啥？

1.勤通风，安装管道
的燃气设施的室内，要经常
保持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
空气流通。

2.使用燃气时请勿远
离并注意观察，以防止火焰
被沸水溢熄或被风吹灭。

3.勤加检查，要经常检
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
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
立即更换，超过使用年限的

燃器具应及时更新，经常使
用肥皂水、洗涤剂等检查室
内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有
无漏气现象，切忌用明火检
查。

4.晚上睡觉前或长时
间不使用燃气时，请检查灶
具阀门是否关闭，教育儿童
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
门，勿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
的室内休息或睡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如何安全使用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