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玉龙

据 5月25日《羊城晚报》报道，5月23日，广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通知，规定：建筑区划内业主每购

买一套房屋，只能相应购买一个车位或车库，建设单位

不得以“只售不租”等名义拒绝提供停车服务。这是广

州首份专门针对房地产项目车位的行政文件。

“只售不租”、天价车位等现象，无疑牵动着业主

的神经。以广州为例，据业内人士介绍，多数的车

位，平均价格在 30万至 40万元，有的甚至超过了 100

万元，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大众的消费水平。在“只售

不租”语境下，不仅导致业主“被”买车位，而且也可

能导致业主无处停车，更会因此造成业主与开发商、

物业公司之间的冲突不断。

根据《物权法》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

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

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

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

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

位，属于业主共有。从这一层面讲，开发商对车位只

售不租，限制了业主的停车权益，与法律规定相悖。

一些开发商无视相关规定，奉行“只售不租”经

营模式，其背后是自身的利益考量。诚如此前媒体

对此所作评论，一次性出售获得大笔资金回款和放

长线收租金，显然前者更能见到“实惠”。然而，对

“只售不租”持放任态度，极容易出现“炒完房炒车

位”现象泛滥，从而让车位背离“停车”的属性。

可见，对车位“只售不租”现象立规矩很有必要。

不过，要真正杜绝车位“只售不租”现象，还需要

相应的配套措施跟进。比如，对违规者应落实好惩

戒机制。当然，开发商应多些自觉，不能只顾自身利

益。按照该《管理办法》规定，住宅建筑区划内，规划

用于机动车停放的车位、车库尚未出售的，建设单位

应当予以出租。建设单位在出租或出售车位、车库

前，应制定租售方案。这就需实打实落实到位。

规范房地产开发项目车位、车库的出租、出售行

为，不仅有助于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规范

房地产市场发展秩序，规避天价车位的出现。同时，

业主也应增强法律维权意识，对于“只售不租”现象

不能只是一忍再忍，完全可以依法维权，这样有助消

弭市场乱象。

广州市开了个好头，期待更多地方的车位“只售

不租”问题在市场中清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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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管陌陌交友广告
期待车位
“只售不租”清零

□本报记者 汤传稷

近日，记者通过手机上网浏览新闻时，几
次被陌陌交友广告误导，被“强行”下载安装
MOMO软件，仔细研究之后才发现，这是广
告设计者精心布下的一个“陷阱”。

5月 29日，记者使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
阅读新闻。突然，一个醒目的页面占据了手
机的屏幕，最上面一行文字是“已为你搜索到
附近交友群”，中间一行文字是加大字号的

“发来好友请求”，最下面一行是用蓝色和红
色两种字体醒目地提示“拒绝”或“同意”。按

照平时对待这类广告的方式，记者理所当然
地选择点击了“拒绝”。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点了“拒绝”之后，手机迅速弹出了一个下载
页面，还来不及关闭这个页面，一个 APP软
件已经强行下载到手机里。接着，弹出了是
否选择安装的界面。记者选择“取消”，结果
发现，这个软件还是强行安装进了手机。原
来，它就是陌陌交友软件 MOMO。记者在
应用程序里找到它之后，马上将它卸载了。
这一番折腾，让人烦不胜烦，而且一大把时间
被浪费了。

无独有偶。记者在微信群的聊天记录

中 发 现 ，很 多 人 也 有 过 与 记 者 类 似 的 经
历。一位网友说，他的手机里最近经常有
MOMO 软件自动下载安装，只好采取“恢
复出厂设定”的方式来重置手机系统。还
有一位已经安装了陌陌交友软件的网友
说，这个程序经常弹出广告，一天弹出二三
十次，基本玩一次手机弹一次，“烦得我头
都爆了”。

记者发现，陌陌交友广告多数使用中年
妇女的图片，并配文：“昨晚用了陌陌才知道，
小区附近这么多美女”，或者用“一位27岁单
身美女向你发出邀请”之类的语句诱导网民

点击其页面，一些广告页面的图片和文字隐
含着暧昧的暗示和误导成分。

据了解，MOMO 是陌陌公司推出的一
款基于地理位置的移动视频社交应用。此
前，媒体多次报道，陌陌应用被不法分子利
用从事色情和诈骗活动，并受到过有关部
门的处理。最近，陌陌交友的推广力度似
乎有增无减。而其误导网民的推广方式已
广受诟病。希望陌陌能多从网民的感受出
发，加强自律；有关主管部门也应加强监
管，还网民一个干净和谐、风清气正的网络
环境。5

民情与法

路边钞票莫乱捡

废弃铁轨影响通行

走在路上，看见有一沓钱，你是否会心动呢？法官
提醒你，别急着去捡，这可能是骗局。今年4月份，犯
罪分子就利用“丢包分钱”方式诈骗5名被害人钱财。
日前，正阳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
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今年 4 月 20 日，被害人李某在一家银行取了
5000元钱步行往家走。走到一拐弯处时，犯罪嫌疑
人陈某从李某的身后拍了他肩膀一下，并对李某耳
语道：“我刚捡了 1万块钱，丢钱的人估计一会就过
来找了，你别说是我捡到的，咱俩平分。”接着就不由
分说，拉着李某来到了拐弯处一个没人的地方要“分
赃”。

陈某拿出被塑料袋包裹的厚厚的一沓钱，对
李某说：“我先给你看下这些钱，一会失主估计会
来找寻，万一看到我们，提出搜身就暴露了，我们
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再慢慢分钱。不过这些钱要是
我们其中一人拿着走，另一个肯定不放心，这样，
我们把自己身上的钱都拿出来，看看谁的钱多，交
给对方作抵押，然后再拿着捡到的这一万块钱去
指定的地方，怎么样？”被天上掉的“馅饼”砸得晕
乎乎的李某掏出了自己刚刚取出的 5000元钱，陈
某称自己的钱比李某的多，于是拿走了李某的
5000元钱，把捡到的“1万元”交给了李某，便消失
在李某的视线外。

回过神的李某打开包裹钱的塑料袋，才发现里
面的钱是用几张人民币包着的废纸，而陈某已不见
了踪影。李某遂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经过
仔细侦查将陈某抓获，此时，陈某已骗取了包括李某
在内的5名被害人。

办案法官提醒：出门时一定要注意人身财产安
全，对主动搭讪的人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如遇街头丢
包，应及时报警，不要贪图小便宜，将财物交给陌生
人检查或抵押，更不要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等个人
信息随意告诉他人。5 （正杨）

前几天，在郑大一附院转盘处，笔者亲眼看到一位老年
人看到前面的绿灯亮时要横过马路，突然被右边飞速驶来
的逆行电动车撞了，幸好老人没有受到多大损伤。

在市区内，电动车逆行现象可谓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交
叉路口处，那些逆行骑电动车者为了自己的方便，不愿意再
绕大弯子而逆行及左转弯。这样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属
于典型的违章。逆行就是靠左边行驶，违反了城市道路交
通管理条例，而且电动车逆行大都是有意的，扰乱了城市交
通秩序，造成交通混乱。二是引发交通事故。电动车在路
上逆行，必然影响那些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妨碍了他人
的正常通行，也会带来交通拥堵，行驶中如果遇见情况处理
不及时，很容易发生电动车撞人撞车现象，逆行者应负全部
责任。三是有不安全感。电动车在路上行驶往往速度快，
在路上飞快逆行很是吓人，给自己及他人都会带来恐惧及
不安全感。

交管部门应对电动车逆行加大管理力度，切实采取措
施制止这种行为。5 （李朝云）

麦收季节到了，由于近期天气炎热干燥，今年的麦收安
全防火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

随着现代农业机械化的普遍推广应用，农民不再造场
碾打小麦了，而是全靠机械化田间收、地头装。因此，农民
麦田防火意识随之淡薄了许多。相当一部分村组干部和农
民错误地认为现在收麦全是收割机帮忙，再不用造场堆垛
和碾打了，没有必要再讲麦田防火的必要了。事实并非如
此，由于疏忽大意，常有一些麦收火灾事故发生。

事实上，每年麦收期间大都是天干物燥、易发生火灾的
季节。因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要早下乡，多下乡，常进
村，切实加强麦收安全防火宣传教育，全面提升农民群众
的安全防火意识。乡村组干部要始终与群众在一起，坚
守在麦收第一线，确保安全防火零事故，夏粮生产万无一
失。5 （张会丽）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黄玉琴

今年 75岁的邓宝友是邓州市白牛
镇土楼村人。作为邓州市农科所特邀
研究员，扎根乡村40年，他终于实现了
自己的药用甘薯梦。

邓宝友 1964 年高中毕业后，先后
在公社写过材料，在初中当过民办教
师。1978 年，回乡务农的邓宝友开始
痴迷于农业科学研究。他在研读《植物
学》《遗传学》等书籍时，产生了培育药
用甘薯的构想，并从此投身科学研究。

在农村，科研条件非常有限。邓宝
友开始了“土法研究”，使用的工具是镊
子、放大镜、小剪子、手电筒等最常见不
过的工具，使用的授粉器也是自制的。

搞科研的道路充满了艰辛。最
初，邓宝友选择的是红薯和黄精杂
交。三年过去，研究失败。随后，他选
择红薯和党参、山药杂交。六年后以

失败告终。
2007 年，他把目光又瞄准了何首

乌。“何首乌补益肝肾，益精血，壮筋骨，
扩张心脏管状动脉血管，降血脂，红薯
具有抗癌功能，如果两者能够杂交成
功，保健功效将大大提升。”邓宝友又开
始了自己的奇思妙想。

“首先对母本徐薯 18进行特殊处
理，诱导其开花。然后用野生何首乌花
粉进行杂交授粉，实现基因重组。”邓宝
友介绍说。经过多次试验，2014 年该
杂交组合收获3粒种子。

2015年，为了育好苗，邓宝友燃起
煤炉，下面的进风口只留下米粒大的空
儿。煤炉上面放着八块毡子，在毡子上
面放上埋有种子的营养钵，里面插上温
度 计 。 为 了 让 温 度 长 时 间 保 持 在
25℃，邓宝友几乎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第四天时，他累得晕倒在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邓宝友盆

栽的2粒种子成功结实。2016年，薯块
育苗后移栽至试验田，当年成活率20%
左右，收获时平均单株块根 250 克左
右。2017 年，用杂交后代与野生何首
乌进行回交成功。2018 年，用杂交种
子子代育苗并做小批量繁育，子代生长
良好，单株甘薯块根重量大于 500克，
且新品种口感甜香绵，对比母本口感更
佳。经过将近 8年的培育研究，累计杂
交授粉 15000次，以徐薯 18为母本、野
生何首乌为父本的杂交组合终于获得
了成功。

河南省科高食品安全检测有限公
司的检测报告显示：该品种所含蛋白
质、还原糖等成分明显降低，结合蒽醌、
钾等含量明显提高。特别是结合蒽醌
含量比徐薯18提高12.3倍。

“要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吃到来自邓
州的药用红薯。”谈起自己的药用甘薯
梦，邓宝友爽朗地笑了起来。5

电动车逆行要严管

5月 17日，本报基层之声版刊发了一篇题为《这些儿
童游乐设施，危险！》的图文报道，反映宁陵县城关镇小圆
点幼儿园几处自制玩具存在安全隐患。该县教体局得知
情况后立即行动，已将涉事幼儿园的木架、梅花桩等玩具
清理干净。

报道刊发的当天，宁陵县教体局派出由该局职成教股、
规范办和安稳股工作人员组成的督查组，前往城关镇小圆
点幼儿园督查整改。经查，为了对孩子们进行体智能训练，
该园自制了一些简易的游乐玩具。平时孩子在上面攀爬或
行走时，均有教师在旁看护，没有出现过安全事故，但的确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消除隐患，该园移走了搭建的
木架，刨掉了矗立的梅花桩。督查组还对该园进行了全面
安全检查，发现攀梯等玩具高出标准、葡萄棚架有裂纹、空
调外机没有围栏等问题，责令幼儿园负责人三日内整改到
位。督查组根据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取消了该园2019年的
评先资格。5 （宁陵县教体局）

那些危险的
儿童玩具清除了

舆情反馈

麦收莫忘防火灾

“土专家”的药用甘薯梦

□文/图 本报记者 汤传稷

近日，一位郑州市民向记者反映，郑州市高新区梧
桐街与雪松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处有一段废弃铁轨没有
处理，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不便。

5月 29日，记者赶到现场查看，只见一条废弃的铁
轨从雪松路上横穿过去，铁轨两端都是被围栏围起来的
建筑工地，这条铁轨显然已经无法再使用了。但不知何
故，这一段已经失去使用价值的铁轨并没有被拆除，也
没有填平，只是两侧撒了一层石子。路边并没有提醒铁
路道口的标志，只在两侧还保留着限速 30公里/小时的

标志。所有车辆行至此处，不得不减速通行。并且为了
躲避铁轨，很多车辆斜着绕行到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上行
驶，导致此处的交通秩序非常混乱。

一位市民告诉记者，一些司机没有看清铁轨直接开
过去，轻则轮胎磨损，重则爆胎，轮毂磕碰。尤其是夜晚
没有路灯，驾车的人看不清铁轨，很多车辆在此爆胎。有
人统计过，每天不少于5辆车在此处爆胎。

记者发现，就在这处仍未作处理的废弃铁轨旁边，
宣传墙上写着两行大幅标语：“绣花匠心抓管理 全程
全域求精细——深入推进‘路长制’市容市貌大提
升”。5

出彩半边天

□本报记者 王绿扬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

力。党中央指出，引导妇女群众听党话、跟

党走，为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

础作出贡献，是妇联组织的政治任务。在

全国妇联召开的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

作交流会上，全国妇联主席指出，各级妇联

要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于妇联工作的各方

面、全过程，精耕细作，厚植共同奋斗的思

想基础和价值取向。

省妇联要求全省各级妇联始终把政治

性放在首位，注重把思想政治引领贯穿于

妇联工作全过程，强化思想引领、政治引

领、价值引领、精神引领、网上引领工作，切

实把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到基层巾帼宣传队

传递好声音的火热场景中，落实到“中原女

性大讲堂”的每一场宣讲中，落实到“中原

女性之声”的网上引领中，落实到“巧媳妇”

工程的生动实践中，落实到“四组一队”的

生动局面中，落实到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

中，落实到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

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引领广

大妇女以思想的力量、行动的能力，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

郑州：赋予“中原女性大讲
堂”生命力

“各位粉丝，薛书记云党校马上开讲。”

这是 60岁的“网红书记”、圆方集团党委书

记薛荣在网上讲党课的经典开场白。由于

每天都会在新媒体平台上讲党课，她被网

友亲切地称为“薛书记”。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郑州市妇联第一

时间举办“中原女性大讲堂·郑州讲堂”，邀

请党的十九大代表薛荣向全市广大妇女宣

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受到广大妇女热烈欢

迎。同时，薛荣还积极开展大篷车下基层

活动，深入城乡社区和田间地头，义务宣讲

党的十九大精神。截至目前，大篷车下基

层活动共开展28次，举办党课816场，直接

受益群众50多万人。

郑州市各级妇联坚持以“百千万巾帼

大宣讲”为抓手，创新举办“中原女性大讲

堂”，由党代表、巾帼典型、妇联干部组成

宣讲队，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妇女创业就

业、家风家教等为宣讲内容，采取代表宣

讲、典型宣讲、文艺宣讲、网络宣讲等形

式，开展宣讲 1000余场，团结带领广大妇

女为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贡献巾

帼力量。

开封：基层巾帼宣传队唱响
“好声音”

5月初，一场由开封市妇联组织的千人

快闪活动《我和我的祖国》在清明上河园景

区内精彩上演。1000 余名基层巾帼宣传

队员欢聚一堂、载歌载舞，用歌声唱响祖国

赞歌。

“激动，骄傲，自豪！”观看了快闪活

动后，鼓楼区油坊社区居民张银娣说，

“社区巾帼宣传队经常给大家表演节目，

讲的都是维权知识、家庭教育等咱老百

姓关心的事，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党的好

政策。”

开封市妇联切实增强做好思想政治

引领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积极组建基层巾帼宣传队，走到

妇女群众身边，通过广场舞、三句半、戏

曲等接地气的形式，传播党的声音、弘

扬社会正能量，奏响新时代妇女思想政

治引领工作最强音。目前，开封市建立

基层巾帼宣传队 872 支，骨干队员 1.6 万

人，开展展演宣传活动 7000 多场，受到

广大妇女好评，成为古城开封一道出彩

亮丽的风景线。

“今年，市妇联将组织基层巾帼宣传队

通过歌咏比赛、广场舞大赛、文艺展演等方

式，让祖国赞歌在基层唱起来，让巾帼好声

音在基层响起来，为祖国 70华诞献礼。”该

市妇联负责人说。

平顶山：群众性宣传教育活
动凝聚人心

“最初只想来看看，如今每周不来读

书就感觉少了点啥。在家我也经常捧着

书看，连孩子都跟着爱读书了。”提起加

入“今日汝州读书会”后的变化，汝州市

民张大姐说。成立 4 年来，“今日汝州读

书会”共举办各类读书活动 30余次，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一颗颗心灵、一

个个家庭。

为把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做深做细做

实，切实引导广大妇女听党话、跟党走，

平顶山市各级妇联积极开展群众性宣传

教育活动，创新“读书+思想引领”工作

法，通过成立“鹰城书香女子读书会”，

举办少儿经典诵读、“清风书香”诵读大

赛，组织“阅读不止”公益课堂，开办社

区“ 四 点 半 ”课 堂 等 形 式 ，诵 读 传 承 经

典，弘扬传统文化，在全社会营造浓郁

的读书氛围。

今年，平顶山市各级妇联开展了各具

特色的群众性活动，献礼祖国华诞。开展

巾帼风采展示大赛，对“最美家庭”“三八红

旗手”等采取送奖到家的形式进行表彰，常

态化开展歌会、舞蹈、手工编织等群众性活

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于广大妇

女之中，凝聚妇女人心。

坚定听党话 永远跟党走
——全省妇联组织扎实开展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