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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里往来的菜款至少几
十万元，从来没有出过一
次差错，回款率100%。

辛海力
平顶山市安培社区党支部书记

●● ●● ●●

时下正值毕业租房

的传统旺季，租房市场火

爆，但随之而来的市场乱

象也如影随形。不少刚

进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因

为阅历不丰、缺乏租房经

历，很难识别和招架一些

租房骗术的“套路”——连

蒙带骗加恐吓，落入了租

房的消费陷阱。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徐伟 程正锋

“从黄河滩区迁建政策出台到现在，
俺们每天都在期盼早日搬迁，今天终于
实现了。”在日前举行的濮阳县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习城安置区搬迁仪式上，习城
乡连庄村村民连俊堂激动不已。

连庄村距黄河不到两公里，最近几
十年，这里遭遇大小洪水40余次。搬离
滩区、安居乐业，成为群众的最大心愿。

习城安置区是濮阳县 7个黄河滩区
居民搬迁安置点之一,经过两年多的建
设，综合文化广场、污雨水管网、电力、供
水、物业服务、幼儿园、超市、医疗、休闲
娱乐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
本完善，已达到入住条件，第一批240户
滩区群众喜迁新居。

濮阳县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涉及 7个
乡镇48个村，其中第二批迁建试点涉及
习城、徐镇、梨园 3个乡镇 9个村，黄河
滩区三年规划涉及渠村、郎中、习城、梨

园、白堽、王称堌6个乡镇39个村。
面对滩区群众脱贫的渴望，濮阳

县把滩区居民迁建作为重大民生工
程，确保4.3万余名滩区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确保工作出

实效。濮阳县成立迁建工作领导小组
和迁建工作指挥部，坚持滩区迁建周

例会制度，每周听取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各乡
镇也成立迁建工作指挥组，组建搬迁
村驻村工作队和村迁建理事会，形成
了层层抓落实的强大合力。同时，组
建强有力的督查小组，由县级领导带
队，每周两次深入现场督导，确保督出
压力、督出实效，形成大干快上的良好
工作局面。

制定政策，大力宣传，确保群众搬
得出。为鼓励群众到县城安置，加快
濮阳县新型城镇化进程，本着让利于
民的原则，制定了签订协议奖、拆迁补
助奖、宅基补助奖、“十户”联动奖、面
积控制奖等五项奖励政策，激发了滩
区群众搬迁的积极性。采取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迁建政策，制作了濮阳县黄
河滩区居民迁建宣传片，全方位、立体
化地进行宣传动员，有效提升了搬迁

热度。目前，滩区迁建居民应签订协
议11096户，已签订 10541户，签订比
例达 95%，其中选择县城安置比例高
达70%。

统筹资源，拓展渠道，确保群众
能致富。立足乡镇资源禀赋及项目
周边产业基础，着力发展肉羊、水产
养殖等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就业渠
道；积极开展公益性岗位就业工作，
对就业困难、年龄偏大、家庭贫困的
迁建居民优先安排环卫、园林等公益
岗位，确保困难群众稳定就业。濮阳
县还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切实
保证迁建居民利益。对搬迁村的耕
地，继续保留原有经营权，可自行流
转或以集体方式统一流转，收益归个
人所有；对搬迁群众的宅基地，加快
复垦进度，鼓励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同时，该县加大
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增强群众的就业
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迁建，让黄河滩区群众挥别过去，
走向幸福美好的明天。

濮阳县：滩区群众共圆安居梦
濮阳，一块与黄河结缘的土

地，南有黄河蜿蜒流过，西有黄河

故道纵贯南北。黄河在这里孕育

文明与历史，却也冲刷出“干旱低

产、靠天吃饭”“拉土垫台、拆房建

房”的滩区穷苦记忆。

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

一年。作为我省“三山一滩”集中

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地区，濮阳黄

河滩区向坚中之坚、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求突破：产业扶贫造就“濮

阳样本”，滩区迁建推动“民生大

事”，基层党组织“变身”战斗堡

垒，老百姓用双手筑造幸福……

崭新气象，尽在《濮阳脱贫攻

坚滩区行》。

开栏的话

濮阳脱贫攻坚滩区行①

滩区群
众喜领新家
钥匙，开启
新的生活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6日电 国内汽
油和柴油价格将小幅上调。国家发展
改革委 6日宣布，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自 2018年 8月 6日 24时起，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70元。

此次调价折
合汽油和柴油价
格每升上调约 5
分。国家发改委
有关负责人说，
中石油、中石化、
中海油三大公司
要组织好成品油
生产和调运，确
保 市 场 稳 定 供
应，严格执行国
家价格政策。各
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
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
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58价格监管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据新华社天津8月6日电 立秋后，
民间有“一夏无病三分虚”的说法，专家
提醒，经过苦夏的煎熬，人们的脾胃普
遍较弱，所以不可大补，如果盲目大量、
过量进补，处于“虚弱”状态的胃肠很可
能无法承受，容易导致胃肠功能紊乱，
出现食欲不振、食后饱胀、腹胀腹痛等
问题。因此，贴秋膘之前，最好把脾胃
调理到位，可多食用润肺、生津、利湿、
健脾的食品，如莲藕、薏苡仁、红小豆
等，也可煮成粥喝。

专家提示，发生重度中暑时，一定
要拨打 120急救，以免引起休克及肾脏
衰竭等并发症。在120急救人员到达之
前，仍需做一些急救处理。

首先要迅速撤离高温环境，补给水
分是关键，最好是含盐的饮料或者矿泉
水。同时，可对患者皮肤泼水做降温处
理，或者用冷毛巾湿敷。另外，在患者
额部、颞部涂抹清凉油、风油精等，或让
患者服用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
中药；若出现血压降低、虚脱，应立即平
卧，及时静脉滴注盐水。③5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本 报 讯（记
者 李若凡）“风
吹一片叶，万
物已凉秋。”
北 京 时 间 8
月 7 日 21 时
31 分 ，迎 来

“ 立 秋 ”节 气 。
不过立秋之后仍有
一“伏”，“秋老虎”威风凛凛，天气依旧
很热。

省气象台预报，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本周前中期我省大部地区以闷热天气为
主，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3℃~35℃,周内
极端最高气温将达37℃。周末前后副热
带高压减弱、东退，西风带低槽东移，我
省大部地区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③9

如果大学毕业生通过网络
等方式找合租房源，首先要
查看房产证，认清真房东，
以保证房租直接交给房东。

通过房产中介查找房源时，
要仔细查阅合同条款，检查
房屋情况，对于入住前的损
坏物品进行记录，同时明确
缴纳租金方式和缴租时长，
以及押金的金额和退押金
的条件，查看房产证后才能
正式签约。

大学毕业生在租房前最好
先比较一下邻近房屋的市
场租金，对明显低于市场租
金或零佣金的房源信息，一
定要提高警惕。

尽量通过政府搭建的住房
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品牌房
地产中介机构等正规渠道
查找租赁房源信息。

如果遇上纠纷，可向房屋所
在地的公安机关等相关部
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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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遇到的租房陷阱是房
屋租赁市场不规范突出表象之
一。前不久，住建部等七部门发
布了《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
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
为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
动的通知》，决定于 2018 年 7月
初至 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 30
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
乱象专项行动。其中特别提出将
打击暴力驱逐承租人、捆绑收费、
阴阳合同、强制提供代办服务、侵
占客户资金、参与投机炒房的房
地产“黑中介”。

汽柴油每升上调约5分

加满一箱油
多花约2.5元

油价

今日立秋 闷热来袭

天气

链接一

防中暑补水是关键

调好脾胃很重要

链接二

自 6 日 24 时
起，国内汽柴油
价格每吨均提
高70元

70

毕业租房季，这些“坑”你得防

收好这5招
不再入陷阱

相关新闻

一些网络房源信息真假难辨、诚信度较低，而社会经验不
足的毕业生极易掉进“假房东”的陷阱。

这种骗局一般是“假房东”对房屋进行3至 6个月的短期
租赁，再以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发布出租信息，但要求房客一
年起租或者两年起租。等到求租者签合同交钱后，“假房东”
卷款消失，当真房东上门收租时，房客才发现上当受骗。

因为大多数毕业生手头并不宽裕，以“打折”等为由
的低租金成为某些“黑中介”诱骗毕业生惯用的圈
套，而在签订租房合同后，往往以其他理由巧立
各种收费名目。

“看人下菜碟，社会经验不足的毕业
生更好忽悠。”一位从业3年的房屋中
介工作人员说，许多“黑中介”与
二房东摸清了外地人耗不
起、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心理，忽
悠 不 成 还 会

“放狠话”来
威胁恐吓。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政府
层面，纷纷出台各类政策，加大对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扶持力度，满足多层
次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房屋租赁市场虽然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目前仍亟待出台相关配套

政策，应该尽快出台住房租赁管理条例，规范承租人、
出租人、中介机构等各方行为。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磊表示，监管部门要持续加大
对“黑中介”的打击力度，提高“黑中介”的违法成本，并适时建立“黑名
单”制度，让“黑中介”在全社会寸步难行。（据新华社沈阳8月1日电）

陷阱 1

用心呵护“夕阳”灿烂

民生速递

阴阳合同 真假难辨
假房东“坑”你没商量

陷阱2
连蒙带吓 巧立名目
黑中介“坑”你不留情

专家解读
对“黑中介”适时

建立“黑名单”制度

政策应对
七部门联合整治
房地产市场乱象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6
日，郑州警方提醒有租房需求的
毕业生，在筛选租房信息时，一定
要警惕租房陷阱。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李修乐 王冰
珂）土豆、小白菜、豆
角……各种新鲜的
蔬菜摆在菜摊上，
居民挑选好菜品
后，根据标牌上的
售价，自行把钱投
进写着“诚信菜点、
自助找零”的零钱箱
里……这是8月6日一
大早，记者在平顶山市卫
东区东安路街道安培社区自助
诚信售菜点看到的场景。

“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这个无
人摊点已经运行3年了。3年里往来
的菜款至少几十万元，从来没有出过
一次差错，回款率100%。”安培社区
党支部书记辛海力骄傲地说。

据了解，安培社区是一个老旧社
区，附近没有菜市场，居民买菜十分
不便。3年前，为了方便居民，特别
是一些上了年纪的空巢老人、留守老
人，社区设立了“党员群众自助诚信

售菜点”，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每天早上到 4公里外的菜市场选购
蔬菜，打理好后摆在摊点上，按照原
价卖给社区居民。“说实话，设立之
初，我们也曾经担心能不能一直运行
下去，但事实证明，我们多虑了！”社
区工作人员贾洪涛笑着说。

“以前没有这个摊，很不方便，现
在不出小区就能买菜，大伙儿都高
兴，谁不希望能一直坚持下去？”8月6
日早上，社区居民周振宇在无人菜摊
买了一袋辣椒、一袋茄子，总共3元，

他投进零钱箱 5元，自己找
回了2元。据了解，周振
宇16年前突发脑梗丧
失行走能力，只能靠
轮椅出行。他一直
是无人菜摊的“忠
实顾客”。

3 年来，无人
摊点越来越受到居

民的欢迎，许多群众
自发当起了志愿者。

73 岁的老党员刘海江是
摊点的志愿者之一，经常帮忙

搬运、分拣蔬菜。他说：“社区真心为
群众着想，帮群众解决困难，我能出
一把力，心里也感到高兴。”

面对群众的支持，社区工作人员
也很感动。“只要群众需要，我们就会
一直坚持下去。下一步我们还将对售
菜点进行升级，增加蔬菜种类，同时配
备冰箱、农药检测仪等，让居民吃得方
便，吃得放心。”辛海力说。③8

(图为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填写标
牌上的售价 ②49 高鸿勋 摄)

买菜自助找零 三年未错一分

“无人摊点”演绎诚信故事

8 月 6日，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的大学生走进新密
市承佑苑老年公寓，为老人送去关怀。日前，郑州慈善总会
组织百名大学生到八所养老机构开展暑期养老护理员服
务，每名大学生因此可获得 4000元助学金。⑨3 张涛 摄

▲大学生护理员和老人掰手腕
◀大学生护理员为老人剪指甲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