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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反映】物业刚贴出
通告，就把大门打开了

屈先生家住东郡·香域巴
黎小区。据其介绍，他所在小
区之前是封闭式小区，业主只
有刷门禁卡才能进入。

可是，小区物业在去年12
月31日突然贴出退出小区物
业管理通告后，停止一切服
务，到了当晚就把东门和西门
都打开了，保安全部撤回去了，
大门口无人值班，人员和车辆
都能随便进出。他们担心，马
上快要过年了，存在安全隐患。

多名业主称，物业公司刚
贴出通告就把大门开了，如果
不愿意干了，不想继续服务，至
少要公示3个月时间，其明显
存在违规行为。业主委员会刚
选举完毕，现在也没有人员接
手，目前正在走相关的程序。

此外，小区里还有大量垃
圾，都好几天了无人清理，环
境脏乱差不说，还影响大家的
心情，找相关部门投诉，至今
也没有结果。

2日下午5时，大河报记者
来到了位于航海东路与云鹤路
交会处北附近的东郡·香域巴
黎小区西门，此刻，旁边人员经
过的小铁门关闭。门口处无人
值班，挡车的杆子高高抬起，不
用刷门禁卡，就能进入。

记者注意到，在大门处一
侧墙上张贴着“关于退出物业
管理的通告”，通告显示，鉴于
各种原因，河南某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现郑重发布通告，自
2019年1月1日零点起，将全
面退出小区物业管理。落款
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

走访中记者发现，东门和
西门情况一样，人员和车辆均
能随便进出。

此外，在该小区还有多个
垃圾桶里的垃圾放得满满的，
溢出的垃圾周围都是，现场很
大的刺鼻味。

【物业回应】提前多天上
报了，干不下去才撤离

“大门保安撤了，现在无
人看管。”小区保安负责人称，
这是领导让这样做的，具体不
清楚原因，让问负责人去。

随后，记者来到了该小区
物业办公室，有业主正前来退
物业费。说起此事，物业负责
人张先生也很委屈。他称，去
年12月31号贴出的通告，今
年1月1日交钥匙，业主委员
会不要，他们也没办法，所以
才把两个大门都打开了。

张先生表示，关于物业撤
出的事，之前很多天已经和社
区、办事处和房管部门说过
了，对方均同意让他们撤出。

“怎么整改，业主都不满
意。”张先生解释，业主一直在
闹，他们没法干了，无奈才撤出
的。他说，前一段时间花了4
万多元，对小区的设施进行施
工，可是到最后，他们花了钱不
说，业主还是一直不满意。

张先生表示，他们1月1
日撤出时，才把大门打开的，
现在正在办理物业费的退缴
手续，对于有业主交的2019
年物业费，他们正在退给业
主；对于2018年欠物业的物
业费，他们正在收缴。

对于物业负责人的说法，
很多业主不认同。他们表示，
物业看到小区要成立业主委
员会了，心里胆怯，怕受到监
督，所以才提出撤出物业管理
的要求。

【官方说法】物业公司已
违规，目前物业管理靠业
主委员会牵头组织

记者了解到，根据《郑州
市物业服务企业退出项目管
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已成

立业主大会的物业管理项目，
物业服务企业拟提前3个月，
将拟退出原因、退出时间等有
关内容告知业主委员会，同时
报送物业管理项目所在地物
业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备案，并在物业
管理项目区域内公告10日。

1月2日下午，中鼎社区
李主任在受访时表示，去年12
月23号左右，东郡·香域巴黎
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时，物业
给他们说过，退出物业管理不
想干了，但当时没有具体的通
告，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撤不
撤。12月31日物业贴出通告
要撤，按照相关程序要提前3
个月出公告。不过，物业公司
属于房管部门主管，应以他们
的说法为准。

李主任表示，关于后期小
区的物业管理问题，与业主委
员会也沟通过了，大门安全问
题，要业主委员会牵头，居民
轮流值班，以群众自我管理为
主。至于院内卫生，会与办事
处进行积极协调，尽快把垃圾
清运干净，还小区一个和谐安
全的氛围。

1月3日下午，管城回族
区住房保障中心物业科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关于东
郡·香域巴黎小区，业主之前
也找过他们，科长还在进一步
沟通中，具体方案不清楚。上
述工作人员称，物业如果不想
继续服务，从备案到撤出，需
要3个月时间，该物业明显存
在违规行为。其坦言，他们没
有执法权，无法处罚，只能从
中进行调解。

医生观察：近期流感患
者有所增加

不同于普通的感冒，患
者被流感病毒感染后，会出
现发热、全身疼痛、显著乏力
等全身症状。大部分人会出
现高热、头痛、全身酸痛、乏
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症
状，可伴有嗓子痛、干咳、鼻
塞、流涕等。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感
染三科主任、主任医师李三
景说，从去年 12月中旬开
始，门诊上的呼吸道感染患
者开始增加，其中不乏流感
病毒引起的疾病。

如果没有并发症，大多
在发病3~4天后逐渐好转，
但完全恢复一般需要 1~2
周。婴幼儿、年老体弱等抵
抗力差的患者有可能并发肺
炎、感染中毒性休克、心肌炎
等而出现相应的症状，严重
时可能致命。

专家分析：季节+天气，
是流感患者增加主因

对于近期流感增加的原
因，专家认为，季节和天气因
素，是主要原因，另外还有一
些人抵抗力下降等综合因素
影响。

“每年的10月份至次年
的3月份，都是流感等呼吸
道传染病的高发季。”郑州市
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李
锋说，冬春季节本身就是流
感高发季。加上近期气温下
降幅度大，空气干燥等原因，
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相比前段
时间有所增加。

为何呼吸道传染病在冬
春季高发？李锋说，冬季人
们户外活动少，出门坐车，家
里和办公室门窗紧闭，大家
都在密闭的空间内。相比夏
秋两季来说，空气流通条件
非常差。

“流感病毒主要是通过
打喷嚏、咳嗽时散布到空气
中的飞沫、人和人之间的接
触或接触被流感病毒污染物
品传播的，从而导致人们患
上流行性感冒。”专家称，包

括流感在内的呼吸道传染
病，大多都是通过飞沫传播，
空间密闭、空气干燥的环境，
更加利于病毒传播。

“此外，老人和儿童自身
抵抗力较弱，也会增加患流
感的几率。”

健康提醒：注意加强个
人和环境卫生

当前，郑州市和其他北
方省份一样，进入冬春季流
感流行季节。学校、托幼机
构等集体单位出现流感暴发
疫情的风险很高。

郑州市流感监测网络显
示，目前的流行毒株是甲型
H1N1，“这是一种常见的流
感病毒”。对于1月3日晚
间，郑州及周边的降雪过程，
会否缓解流感病毒的传播，
专家称有一定的作用，但影
响不大。

因此，专家还是提醒大
家注意防范，尤其应加强个
人和环境卫生。

1.增强体质。这是预防
感染性疾病的根本，身体抵
抗力强，即使接触到流感病
毒也不会发病。

2.注意个人卫生。勤洗
手，个人物品注意及时清洗、
晾晒。家中如有流感患者，
注意适当隔离，常用物品如
毛巾、水杯等应单独存放、及
时消毒。

因为流感病毒不耐热，
加热 100 摄氏度高温 1 分钟
或 56 摄氏度 30 分钟都可以
灭活病毒；紫外线照射或阳
光暴晒也可以消毒。

3.注意环境卫生。勤开
窗通风，在流感高发季节尽
量少到人群密集、通风不良
的场所。

4. 对 症 治 疗 ，及 时 就
医。患了流感，要注意多休
息，多喝水，补充适宜营养、
维生素；尽早开始抗流感病
毒药物治疗，如果出现高烧
不退、剧烈咳嗽、呼吸困难、
意识模糊等症状，应及时就
医。（线索提供 马炜徽 卢
炜舟）

小区物业突然撒手 贴出通告就撤
大门敞开 人员和车辆随便进出 业主担心存安全隐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文 张琮 摄影

“物业公司刚贴出退
出小区物业管理通告，当
晚就把大门打开了。”元
旦假期刚过，就有业主向
大河报 0371-96211 新
闻热线反映，他们在郑州
东郡·香域巴黎小区遭遇
了烦心事：物业公司突然
“撒手”不管，东门和西门
已无人值守，人员和车辆
随便进出，大家担心存在
安全隐患，找相关部门反
映也一直未果。

天冷又干燥
流感进入高发季
专家提醒：注意加强个人和环境卫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近期，寒流频频造访中原，流感病毒四处“撒欢”：
身边咳嗽、发烧的病患有所增加，而这其中，又以孩子
最为突出。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三科主任李三景
说，最近一段时间在医院发热门诊接诊的上呼吸道感
染的病人逐渐增多，其中不乏流感病毒引起的疾病。

大门口无人值班，人员和车辆都能随便进出。

垃圾桶里的垃圾放得满满的，桶外还有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