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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放，放？！被通报了吧
禁燃禁放管控不力，河南25个县被通报批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本报讯 2月 9日晚，河
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
切实做好春节后烟花爆竹
管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记
者了解到，春节期间，烟花
爆竹燃放对河南各地空气
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多地
因燃放问题导致空气严重
污染。周口、商丘、南阳、驻
马店、焦作、新乡的25县因
禁燃禁放管控不力，被通报
批评。

因燃放烟花爆竹，周口、
商丘、南阳等7市空气质
量恶化较严重

农历除夕至正月初一期
间，因燃放烟花爆竹，全省大
部分地区出现重度至严重污
染过程。烟花爆竹集中燃放
期间（除夕 18 点~初一 10
点），全省PM10、PM2.5平均

浓度为 217、147 微克/立方
米，分别拉高1~2月份均值
1、0.5微克/立方米，18个省
辖市中空气质量恶化较严重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周口、商
丘、南阳、驻马店、漯河、新
乡、焦作等地，这些地方除夕
夜间受烟花爆竹燃放影响空
气质量急剧恶化，3~4个小
时内即由“良”加重至“重度
污染”。全省各县区中，空气
质量恶化较为严重主要集中
在周口的商水县、淮阳县、鹿
邑县、太康县、扶沟县、郸城
县，商丘的虞城县、夏邑县、
柘城、睢县、民权县、宁陵县，
南阳的方城、社旗、唐河县、
新野县，驻马店的泌阳县、平
舆县、正阳县，焦作的沁阳
市、温县、武陟县，新乡的获
嘉、辉县、新乡县等。已对上
述禁燃禁放管控不力的市、
县提出通报批评。

春节后期烟花爆竹管控：
禁燃禁放区非法销售点
位将被严查

据省生态环境厅通报，按
照我省春节习俗，从农历正月
初六开始商铺、企业陆续开
业，往往会燃放烟花爆竹，各
地要紧急组织相关各部门,切
实加强对烟花爆竹禁燃区内
商铺和企业的开业监管，逐家
告知，做到家喻户晓，确保节
后禁燃禁放工作落实到位。
对农历正月初六至正月十六
时段烟花爆竹燃放严格监管，
对禁燃区域和周边组织开展
巡查执法，特别是对重点地
区、重点时段要进行持续性巡
查，对违法燃放和销售烟花爆
竹的行为严厉查处。对禁燃
区域外的地域加强宣传和疏
导,大力减少烟花爆竹的销售
和燃放。

本报讯 2月 10日，河
南全省迎来大范围降雪，冷
空气带来好天气，其中，郑州
AQI指数为67，空气质量为
良。可惜好景不长，昨晚起，
降雪全面结束，气象条件逐
渐变差，未来两天，河南多地
将迎来轻至重度污染。

据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
数据，11日，河南气温略有回
升，湿度增加，东南风2到3
级。假期返程高峰，大部分
区域出现轻度及以上污染过
程，许昌、漯河、安阳、郑州、
洛阳、济源、平顶山等中北部
和西部地区有中至重度污染
时段。

12日，东北风3级左右，
全省自北向南有中至重度污

染过程。北部地区下午至夜
间略有好转；中南部雨雪强弱
具有不确定性，大部分地区仍
可能持续中度及以上污染。

13日，弱冷空气主体南
下，东北风3到4级，黄河以
南地区有降水。中北部、东
部地区经重度污染后转为良
或轻度污染；南部、南阳等地
在持续降水下，污染缓解，由
重度污染转为轻度污染。

据郑州市环保监测站中
心预报员荆海涛介绍，此次
污染过程跟气象条件转差、
返程高峰污染叠加有关。预
计2月14日起，河南将再迎
大范围雨雪过程，届时空气
质量会得到改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大雪刚走雾霾又来！
未来三天河南多地有中轻度污染

本报讯 昨日，记者获
悉，备受关注的郑州市郑东
新区恒通新城地下车库纠纷
案有了新进展，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18年 5月，一审判决小区
业委会等归还车位，并赔偿
其间车位使用费12万余元。
至此，这场小区业主与开发
商地下车位之争，在法律博
弈层面，业主“扳”回一局，双
方再度回到同一起跑线。

小区的地下车库归属权
到底是谁的？随着私家车增
加，城市居民对车位空前关
注。一般业主都认为车位需
要从开发商手中购买，但郑
州市恒通新城小区更换物业
公司，并将300余个地下停车
位从开发商手中“争取”了过
来，租金归小区公共所有。
不料，运行了没多久，小区业
主委员会及新物业公司，被
开发商告上了法庭。一审败
诉后，业主们和律师重新收
集整理证据，提起上诉，2018
年12月5日，二审开庭审理，
本报记者前往旁听，次日，以
《为要回地下车库 业委会对
垒开发商》为题进行报道。

据郑州市郑东新区恒通
新城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梁
芳静介绍，业委会成立几个
月后，小区有购买了地下停
车位的业主找到她“投诉”，
称自己从开发商手中购买的
车位没有产权证，有的是只
有一张收据，有的是有一份
开发商签署的地下车库使用
权转让合同。本着为小区业

主们负责的态度，梁芳静开
始认真调查地下停车位的问
题。

小区原本规划1120个停
车位，地上地下都有，最后建
成785个，都在地下。目前，
还有 300 多个车位没有卖
出。业委会成员咨询律师了
解到，有些停车位产权是属
于业主的，开发商不能再卖
给业主，收“二回钱”。恒通
新城小区应该就属于这种情
况。随后，业委会更换了物
业公司，并开始“自治”300余
个地下停车位，停车位收取
的租金归全体业主所有。

随后，开发商将深圳市
恒博物业管理公司郑州分公
司、深圳市恒博物业管理公
司及恒通新城小区业主委员
会三方告上了法庭，要求停
止侵权，归还停车位及车库，
并赔偿侵占期间的损失。

2018年 5月，法院一审
判决三被告归还车位，并赔
偿其间车位使用费 12万余
元。物业及业委会不服一审
判决，提起上诉。

12月 5日，二审开庭审
理，300余人到庭参与旁听。
据不完全统计，旁听者除了
恒通新城小区业主代表，还
包括40多个小区的业主委员
会代表，20多个未成立业委
会小区的代表。

近日，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认为
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照
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裁定：
一、撤销河南省郑州高新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院
（2018）豫0191民初2836号
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河南
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重审。

地下车库纠纷案,业主扳回一盘
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本报讯 昨天是春节长
假最后一天，返程高峰遇上
大雪添堵，请各位驾驶员千
万别忘了限行。今天起，郑
州恢复限行，2月11日是周
一，按郑州限行政策，今天限
行尾号1和6！闯限行的车
辆，将被扣三分罚100元，一
天可以处罚多次。

2019郑州限行政策：
①限行时间：2019年 1

月1日起。
②每日限行时间：工作

日7时至21时。
③限行区域：东三环

（107 辅道）、南三环、西三
环、北三环（均不含本路）以
内所有道路。

④限行规定：工作日每

天限行两个号。即：号牌最
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1和6
的机动车周一限行、2和7的
周二限行、3和 8的周三限
行、4和9的周四限行、5和0
的周五限行（因法定节假日
放假调休而调整为上班的周
六、周日，按对应调休的工作
日限行）。

⑤外地车牌和临时车
牌：也需要遵守限行规定。

⑥节假日是否限行：节
假日不限行。

⑦新能源车是否限行：
悬挂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的
新能源汽车不限行。

⑧闯限行处罚：扣三分罚
100元，一天可以处罚多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今早7点起郑州恢复限行
周一限尾号1和6

本报讯 2月10日，春节
返程高峰又迎来降雪天气，
让道路难行。我省高速交
警、路政等部门工作人员坚
守岗位，冒着风雪严寒保通
疏堵。让人心痛的是，河南
高速一路政人员在交通事故
处理现场保通时，被失控车
辆撞倒，经抢救无效身亡。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
解到，2月10日上午8点30
分，在机西高速郑州方向（东
半幅）K61+800（开封尉氏境

内）公里处，省收费还贷高速
公路管理中心航空港管理处
尉氏西路政大队中队长陈勇
（男，汉族，1981年12月生），
在交通事故处理现场参与道
路保通时，被一辆失控银色
五菱面包车撞伤，经尉氏县
人民医院120全力抢救，于9
点40分左右被医院急救人
员确认无生命体征。

目前，该事故正在进一
步处理中，具体情况交通部
门将统一对外发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河南一路政人员
事故现场保通被撞身亡

本报2018年12月6日关于此案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