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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8日一大
早，三门峡灵宝市的枣林
220千伏开关站内，工作人
员正在巡视。

一周前，该站的220千
伏枣罗线送电成功，目前运
行平稳正常，这也标志着由
三门峡电网供电的三门峡
西牵引站、洛宁西牵引站、
卢氏牵引站这3座牵引站都
具备了带电调试工作条件，
为蒙华铁路如期进行联调
联试工作提供了电力保障。

这让站长刘兴卓稍稍
松了口气，“枣林变电站是
一个全新的智能变电站，自

动化程度高、难度大，比之
前接触的变电站都更先进、
更智能，所以最怕因操作失
误，影响送电进度和安全。”
刘兴卓告诉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作为一条电气
化道路，蒙华铁路的配套供
电工程建设是重中之重。”

国网三门峡供电公司为
蒙华铁路三门峡段的3座牵引
站外部供电工程，共计划新建
220千伏线路11条。截至目
前，第一阶段工程已完工并投
运1座220千伏开关站和5条
220千伏线路，为3座牵引站
提供了第一路电源。

本报讯“加油，加油，加
油……”7月7日下午5点，
郑州市帝湖花园社区的小广
场聚满了人，人群中不时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夏日邮
爱 大河传情帝湖社区公益
行”活动现场高潮迭起。

这一社会公益活动由《大
河报》、中国邮政郑州分公司、
郑州儿童福利院共同发起，郑
州各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积极
参与，主题是“送服务、送健
康、送关爱”。活动现场为困
境家庭儿童捐助大河鲜奶
400箱。活动主办方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让更
多的人注意到困境家庭这个
群体，关爱困境儿童，让我们
的孩子能够茁壮地成长。”

“精彩纷呈的节目展演，
好玩有趣的网红游戏，当然
最让人期待的还是激动人心
的喝奶大赛。接下来，喝奶

大赛正式开始，谁愿意参
加！”“我要参加，我要参加！”
主持人话音刚落，台下的大
人、小孩纷纷举手，舞台边沿
瞬间被围得水泄不通。“喝奶
大赛”分为成人组、亲子组、儿
童组分别进行，每组获胜者将
获得大河酸羊奶一箱。现场
居民对此次活动表示欢迎，孩
子们开心地说：“酸奶很好喝，
希望他们明天还来！”

据了解，近期“夏日邮爱
大河传情社区公益行”还将走
进绿东村街道办事处白鸽社
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中心医
院社区、省五建社区，桐柏路
街道办事处煤仓社区，秦岭路
街道办事处锦艺西社区、建西
社区，棉纺路街道办事处三棉
西社区，三官庙街道郑上路社
区……让更多的困境儿童感
受温暖，欢迎更多社区及爱心
人士参与。

本报讯 7月9日，中原
证券（股票代码：601375；H
股简称：中州证券，股票代
码：1375）再次逆势上涨
7.38%，报收于 6.26 元/股，
盘中涨幅更是达到8.92%，
一度冲击涨停。

这已是该公司股价连续
四日上涨，短短四个交易日内
股价累计涨幅达19.47%，在
证券板块表现抢眼。而同期
A股大盘则下跌了2.89%。

分析人士认为，中原证券
的强势上涨与其今年以来经
营业绩持续增长及即将开闸
的科创板将会为券商行业带
来长足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据中原证券最新披露的
6月份经营数据，当月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179%（母公
司口径，下同），净利润同比
增加 0.65 亿元。上半年累
计实现收入同比增长53%，
净利润同比增长147%。

社区公益帝湖行
捐赠大河鲜奶400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田育臣

逆势四连阳！
中原证券大涨近20%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玉尧

三门峡又一座
220千伏站送电成功
蒙华铁路如期进入联调联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赵彤 通讯员 蒋姝佩

成立业委会遇阻，业主起
诉街道办

“80后”王先生是郑州市
金水区沙口路瑞隆城小区的
业主，从 2018 年 1 月 2 日开
始，他和其他业主代表开始筹
备成立业主大会，没想到一波
三折，最后业委会成立遥遥无
期，他与原本应该是组织、指
导、协调小区成立业委会的街
道办、居委会，对簿公堂。

记者现场了解到，此次诉
讼的原告包括王先生在内共
14位，均为瑞隆城小区业主。
据介绍，这些业主向南阳路街
道办、福园社区居委会递交成
立业主大会申请后，2018年3
月30日居委会以部分报名业
主不具备业主委员会候选人资
格为由终止业主大会的召开，
随后业主代表再次递交申请，
2018年9月26日，首次业主大
会筹备组业主代表候选人报
名的公告终于发出，包括王先
生在内的25名业主代表报名
参与业主大会筹备组的成立。

然而，2018 年 10 月 12
日，福园社区在业主大会召开
前夕贴出了一份公告，称经过
资格审查，25名报名代表均不
合格，业主大会成立条件不成
熟，程序自动终止。为何没通
过资格审查，公告并未讲清。

2018年10月16日，南阳
路办事处、福园社区联合出具
了《关于瑞隆城小区首届业主
委员会筹备组业主报名资格审
查情况说明》，称依照郑州瑞隆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物业
费交费单据，这25名报名的代
表拖欠物业费，其中，8名仍欠
物业费，17名未按时交纳，因
此认定其不具备业主大会筹备
组申请资格。而做出这个决定
的依据，是《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河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
员会指导规则》中关于“业委会
成员应符合按时缴纳物业服务
费”的相关规定。

街道办、居委会有权终止业
主参选业委会的资格吗？

王先生等 14 名业主认
为，南阳路办事处、福园社区
没有法律依据认定他们不具

备申请筹备组的成员资格，更
没有权力终止瑞隆城小区业
主大会的召开。其发出公告
和《关于瑞隆城小区首届业主
委员会筹备组业主报名资格
审查情况说明》行为严重侵害
了他们作为业主的合法权益。
他们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其行政
行为违法，撤销公告和《关于瑞
隆城小区首届业主委员会筹备
组业主报名资格审查情况说
明》，并确定小区成立业主大会
筹备组、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业
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备案等
各项法定义务。

庭审现场，双方围绕众多争
议焦点，向法庭一一做出陈述。

1.业主拖欠物业费，是否
具有恶意？

矛盾的根源却在物业费
上,那么，业主不缴纳、晚缴纳
物业费，到底是否具有主观恶
意，是否就可以被定性为“不
诚信”？

被告代理律师表示，根
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
委员会委员应当由热心公益
事业、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组织
能力的业主担任。而这些报名
的业主，均存在拖欠物业费的
行为，这种行为不诚信，因此不
能符合“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
强”的相关规定。针对拖欠物
业费情况，物业公司也出具过
催缴单，但依然不缴费，存在
恶意拖欠的主观故意。

而原告代理律师则表示，
业主们之所以有拖欠物业费
的情况出现，是因为物业公司
不按照物业协议服务，拖欠物
业费是业主的抗辩权，不能因
此认定这几名业主是恶意拖
欠，更不能因此推论这些人不
诚信，不热心公益事业。

2.街道办、居委会做出公
告是否于法有据？

庭审现场，业主代表表
示，《物业管理条例》明确，业主
在物业管理活动中有权选举业
主委员会成员，并享有被选举
权，而《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规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在小区成立业主大会中的

“角色”是组织、指导、协调，而非
赋予其剥夺业主参与筹备组的

权利，南阳路街道办、福园社区
居委会出具的公告、情况说明终
止业主参选，行政行为不合法。

对此，被告方表示，被告
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
据，证明原告不具备享有业主
大会筹备组成员资格的条件；
此外，街道办事处、福园社区
完全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
正确行使组织、指导、协助职
权，帮助该小区成立业主大会
筹备组，无任何违法行为。如
果业主们认为有关的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有问题，可以有
权另行解决，但“板子”不应该
打在照章办事的街道办身上。

此外，被告方表示，此次终
止程序，并非意味着瑞隆城小
区就此无法成立业主大会。
只要符合相关规定，该小区可
以再次提起申请，只要报名业
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就可以
继续筹备小区业主大会。

业主为何拖欠物业费？

被告代理律师表示，小
区1000多户，绝大多数都按
时缴纳物业费，而原告14人
存在拖欠行为，是少数存在。

对此，小区业主李女士告
诉记者，小区绝不仅原告14
名业主拖欠物业费。小区
2010年一期交房，2017年三
期交房，从交房至今，都是这
一家物业公司在管理。她最
初是按时缴纳物业费的，但物
业服务的确跟不上，小区存在
停车难、充电难、绿化差等众
多问题，几乎感觉不到啥物业
服务，后来李女士也不愿意缴
费了。“从小区保安处咨询，今
年小区物业费收缴率只有
35%左右。”

业主与物业矛盾爆发在
2017年三期业主入住，小区地
上公共停车位严重不足，物业
公司不采纳业主共同办停车
卡的请求，采用抓阄的方式，
300 多户“抢”100 多个停车
位，“抢”不到的不给办卡。无
奈之下，业主们2018年年初
计划筹备业委会，为的就是能
够有组织可以督促物业公司
提供更好的服务。

庭审持续3个小时左右，
法院未当庭宣判。

郑州一小区14名业主起诉街道办，庭审现场双方展开辩论：

欠过物业费，就没权参选业委会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文图

因为曾经有过拖欠
物业费的经历，导致参
选业委会被“卡壳”。本
报多次报道的郑州市瑞
隆城小区业委会选举事
件有了最新进展。郑州
市瑞隆城小区14位业主
代表，将郑州市金水区
南阳路街道办事处、郑
州市金水区南阳路街道
办事处福园社区居委会
告上法庭。7月9日下
午，该案在管城区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这是小区业主李女士提供的瑞隆城小区照片。她说，小区存在绿化
差、充电难等众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