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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孕妇在郑州
万安妇产医院产检的三张单
子出过后，也让医生看了，为
啥走了，又收到多张检查报
告？该孕妇称，整个孕检套
餐她根本不知，医生根本没
有详细告知，且刚刚检查过
的项目，医生再重复开单。
这次孕检花费上千元，让她
大呼不解。

11月29日，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报道此事后，引发
网友强烈关注。目前，涉事
医生和医助被处罚金，医院
内部自行整顿。郑州资深妇
产医生提醒广大孕妇，产检
最好还是去正规的公立大医
院或者离家近点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11月29日下午，此事中
的孕妇章女士（化姓）告诉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在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报道后的
当天，她被医院踢出了她此
前加入的“万安美妈学院
VIP妈妈群”，原因是，她把

该报道发进了该群。
12月1日，章女士说，她

孕周已是37周+5，这次，她
没敢去这家医院，而是去了
某公立医院。她拿着此前在
郑州万安妇产医院开的检查
单，让该院医生看了看，“医
生说很多都没必要”。

有关此事的进展，章女
士说，她联系了郑州万安妇
产医院的顾问，得到的答复
是，“这件事医院有责任，主
治医师和医助被罚款，以后
会加强医患沟通，优化就诊
流程”。“看来医院只是对医
生进行了罚款，其他正常进
行。”章女士说，她担心的是，
但愿今后别再有孕妇被坑。

12月2日，章女士说，她
在该院办理的会员卡，当时
充值2万，除去两次产检花
费，该院已将卡内剩余的1.8
万元全部退给她，并告知她，
医院已经对相关人员进行了
批评，这两天医院一直在整
顿，还开了专题整改会。

本报讯 安阳市安居苑
小区250多户居民交了暖气
费却不能正常用暖一事，11
月18日起经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报道后引起社会强烈反
响，近日记者接到安居苑居
民反馈，称该小区10天前开
始供暖，目前供暖质量比较
稳定。

11月18日，河南万润冷
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称“万润公司”）以业主交费
率太低、企业损失过大为由
拒不执行供暖合同，致使安
居苑小区256户居民交费却
不能正常用暖的消息，被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报道，引起
知名网络媒体纷纷转载以及
不少网友留言辣评，大家对
万润公司中途变卦感到极端

愤慨。
迫于舆论压力，在政府

协调下万润公司决定继续履
约、启动中央空调为居民供
暖。11月19日上午，有居民
反馈给记者说，物业公司在业
主微信群及小区滚动广告屏
上打出通知，当天下午2时中
央空调开始启动。下午3时
许，居民反映室内明显升温，
此时距第二篇报道在大河客
户端刊发还不足1个小时。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的）报道发出来以后，万润公
司知道事情闹大了，及时给
居民启动了中央空调，个别
业主前几年反映不太热，公
司也给安排维修了。”安居苑
居民方先生告诉记者，“多亏
了大河报，谢谢你们啦！”

本报讯“办事处将组织
我们召开业主大会，业主们
都很兴奋，这事目前总算有
个结果了。”中南·海知音小
区的业主表示。该小区业主
要罢免业委会一事，本报记
者分别在11月19日、20日、
21日、28日进行了报道，如
今，办事处的这一决定不仅
推动了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更让小区大部分业主拍手叫
好，直呼“为老百姓办实
事”。不过办事处目前却引
来了官司，被业委会主任窦
女士起诉。

窦女士以该小区业委会
的名义请求法院依法撤销祭
城办事处物业办在11月26
日下达的关于暂停中南·海知
音小区业委会工作的《通
知》。“首先，被告的物业管理
办公室无执法主体资格，《通
知》做出主体错误；其次，被告
的物业管理办公室系被告的
内设机构，其无权对外独立做

出具体行政行为，其向原告下
达的《通知》存在超越职权情
形；再次，《通知》引用的《河南
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规定并未赋予被告的物业管
理办公室暂停业委会工作和
封存印章的权利，《通知》适用
法律依据错误；最后，被告的
物业管理办公室在调查本案
过程中未告知原告具有陈述
和申辩的权利，《通知》做出程
序违法。”

“现在这个业委会主任
是谁影响她的利益她就攻击
谁。”业主刘先生对记者说，
前两天办事处拿出了意见，
给小区业委会发出了召开业
主大会的通知，业主们得知
这个消息后都欢欣鼓舞。在
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业主
都表示，现在办事处在推动
事情往前发展，那就听办事
处的，更换业委会成员既然
是民意就不怕按程序再召开
一次业主大会。

记者了解到，在11月29
日办事处物业办向该小区业
委会发出了《通知》：“鉴于小
区目前矛盾与广大业主诉
求，参照《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经百分之二
十以上业主提议，业主委员
会应当召开临时业主大会。
请于2019年12月13日前召
开中南·海知音业主大会。”
办事处物业办张主任说，他
们已在第一时间通知了窦女
士，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在住
院。“我们表示要到她所在的
医院与她当面沟通，她不告
诉我们在哪个医院，说身体
状况开不了业主大会，其他
的让我们和她律师联系。”张
主任说，“这个小区召开业主
大会是大部分业主的呼声，
我们已经通知了业委会主任
窦女士，但她拒绝召开，等通
知中的截止时间到期后，如
果该小区业主大会还没召
开，我们将介入组织召开。”

本报讯 11月 26日，大
河报报道了郑州花园路26
号院居民反映，该院有一名
居民养了数十只猫，大家对
此都苦不堪言，多次协调未
果。最终经过物业、社区、居
民代表三方签订协议，猫主
人同意10日内将猫全部搬
离。

12月2日，到了约定时
间，等大家再次上门检查时，
数十只猫仍未搬离，对此很
多居民都很无奈。“此前的协
议为啥不履行？”

当天下午，大河报记者
再次来到了花园路26号院
探访。记者从该院物业公司

了解到，到了协议期限，因为
没找到房子，如今大量的猫
仍未搬离。

在该院，记者仍能看到
猫在来回走动，有的猫在栅
栏处吃猫食。随后，在物业
公司，记者见到了社区、物业
工作人员和猫主人李女士。
40多岁的李女士头发花白，
说起自家的猫，她几度哽咽，
甚至有些委屈。据其介绍，
她养有五六十只猫，前段时
间有邻居投诉后，已经做了
相应处理，异味相对减少了
不少。

“猫对我来说是家人，并
不是小动物。”李女士告诉记

者，她很喜欢猫，这些年以
来，她工资基本都花费在猫
身上了，至今，仅给猫看病、
打防疫针、买饲料的钱就能
买一套房子了。“但从来就没
有卖过一只猫。”对于此前签
订协议一事，李女士表示，10
天时间根本找不到房子，因
为有猫，市区内不好找，要到
偏远的地方才行，其间，也曾
有救助站和她联系，她担心
猫被运走后受到不好的待
遇，所以拒绝了。近几天，她
正在积极联系房源，等找到
了就把猫全部搬走。记者
问，能否到家里看看猫，拍几
张照片，却被李女士拒绝。

住在26号院的多名居
民在受访时表示，以前一二
十年都过去了，也不在乎这
一周时间，只要猫搬离就行，
他们会时刻关注此事。物业
公司称，他们是为业主服务
的，只要业主满意就行。

社区一名工作人员证
实，李女士确实也在找房子，
不过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他
们会再给李女士一周时间，
如果再不搬离，会联系执法
局和民警，进行强制处理。

《居民养猫数十只 邻居被熏难入眠》追踪

协议期限到数十只猫仍未搬离
猫主人正在积极寻找房源，其余业主表示理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摄影 张琮

办事处将组织召开业主大会
业委会主任起诉办事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尧

《业委会一个人说了算？业主要罢免她》追踪

12月2日，记者多次拨打窦女士手机，均无人接听。当天下午，记者拨通了她的
代理律师的电话。他称目前窦女士不仅起诉了办事处还起诉了几个涉嫌诽谤她的业
主。当记者询问关于诽谤的具体情况时，对方回复有些情况自己不太清楚。记者进
一步追问他是否知晓办事处通知窦女士召开业主大会的事，他则回应这是违法的，已
起诉了办事处。记者表示行政起诉书中并未提及办事处通知业委会召开业主大会的
事，而且根据《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业主委员会不按照规定组织召开业
主大会会议的，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召开。业主委员会逾期仍不
召开的，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召集。随后电话中断，记者接着连续两次
拨打，对方手机均无人接听，近半小时后短信回复称“开庭”。

“安阳一小区居民交了费却无法用暖”后续

安阳安居苑小区正常供暖了
居民：谢谢大河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苑中华

郑州万安妇产医院
涉事医生医助被罚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宁田甜

那么，正常情况下，一般37周的孕妇需要检查几
项？花费多少？整个孕期，一般围保总共需要多少？

在郑州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深妇产产检大夫
提供的由郑州市卫计委和区妇幼保健所联合印发的

“孕产妇保健记录本”上，记者看到，整个孕期，37周常
规检查项目是4项，必查项目仅有2项，而备查项目仅
1项。“一般情况下，整个孕期的产检费，也就两三千
元。如果整个下来近万元，确实有点离谱了。”一位公
立大医院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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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在栅栏处吃猫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