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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护航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周青莎 实习生 陈雪宁

大门口的门禁杆上带着广告，电
梯内墙挂满广告，路灯上装着广告灯
箱，甚至小区单元门也换成了能插入
广告彩页的玻璃门……你家小区是不
是这样？近日，郑州市经一路某小区
业主张先生告诉记者：“一进电梯就被
视频广告狂轰滥炸，物业公司安装这
些广告没经过业主同意，广告费我们
更是没见到一分钱。”

这样的问题并非个例，武女士就
因此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要求物业

公司公开公共收益的明细。郑州市二
七区法院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
规定，支持了武女士的诉求。

小区公共区域设置广告谁说了
算？收取的费用应该归谁所有？民法
典明确给出了答案。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员额
法官张晶晶介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并未明确规定小区公共部分产生收益
的归属，比如《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只明确了业主对这笔费用有知情权、
参与决定权和监督权。但是，民法典
物权编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
明确规定：“改变小区共有部分的用

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
由业主共同决定。”由于张贴广告属于
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
要求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
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而表决的业主当中，又需要有面积占
比四分之三以上，且人数占比四分之
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只有同时满足上
述条件，才能决定小区内是否可以张
贴或悬挂广告。

小区内公共区域产生的收益该归
谁？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
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
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
业主共有。”业主可以平均分配或者
归入维修基金账户。去年，郑州裕华
文锦园的每户业主就收到了物业公司
发的200元“分红”，这笔钱就是小区的
公共收益的结余，不想领的可以冲抵
物业费。

业主如何知道收益情况？民法典
合同编第九百四十三条规定：“业主共
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物业公司
必须向业主定期公开，并向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进行报告。”张晶晶表示，
虽然此前在司法实践中，业主的这项
权利能得到支持，但是大家往往抱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去较
真。写进民法典以后，法官处理这类
问题就有了更明确更规范的法律依
据，业主们主张自己的权利将更加理
直气壮，小区公共收益有本“明白账”，
也有助于化解物业和业主之间的“恩
怨纠葛”。③8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暑假期间，为了解决“神兽”的看管
问题，各地的工会爱心托管班已经全面
开班。托管班啥样？孩子们过得好不
好？7月 22日，记者来到郑州高新区工
会举办的爱心托管班探访。

托管班设在郑州高新区职工文化
活动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二楼。刚
走到楼下，就听到洪亮的读书声。课程
表贴在教室门口，每周五天，除了经典
诵读，还有英语、书法、手工等课程。

走进教室，从墙上挂的书画到孩子
们坐的桌椅板凳都显得非常古朴雅
致。几个教室都配有空调、投影仪，孩
子们正在读的《老子庄子选》是中心免
费提供的。

“今年的托管班以‘畅读经典，欢乐
夏令营’的形式开展。受疫情防控影
响，每期托管班的时间从原来的21天压
缩到 10天。”孩子们的老师、中心副主
任李敏介绍，“目前托管班的孩子有 92
人，即将开始的下一期已经报了 120多
人。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充满传统诗
书礼仪韵味又有趣的暑假，中心不仅邀
请了部分志愿者，还聘请了相关专业的
老师来授课。”

“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高新区小
学阶段 6至 12岁的职工子女。同等条
件下，市级以上劳模先进职工子女、工
会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子女，单亲职工家
庭子女优先招录。”一旁的中心主任刘
锐接着说，为让家长安心，中心不仅制
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还与家长签订服
务协议并为每位孩子购买了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

“这里环境好，老师好，一分钱不
收，孩子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家长李彩
霞对托管班赞不绝口。她告诉记者，平
时和爱人上班都很忙，一到寒暑假就头
疼两个孩子谁来看，托管班可帮了他们
家大忙。

“这个托管班是高新区工会的试
点，效果很好。现在区里的几个办事处
和部分大企业也在筹建工会爱心托管
班。”高新区机关工会主席郭五香说，

“还有几个托管班要陆续开班，我们计
划采取与专业机构合作、购买社会服
务等方式开展，为职工和孩子提供更好
服务。”

郑州市总工会女职工部部长王芳
告诉记者，今年凡符合相关条件的“工
会爱心托管班”，审核通过后将获得郑
州市总工会给予的1万元至 3万元不等
的补贴。

“作为省总工会深化‘女职工关爱

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我省从 2018年
起，在南阳市和中原油田试点开展职工
子女暑期‘爱心托管服务’工作。截至
目前，省总工会在全省累计投入资金
100余万元，扶持工会主导的职工子女
托管班 100余个。”省总工会女职工部
部长高颖嘉说，今年我省将开展省级工
会爱心托管班的评选，也鼓励支持更多
单位、社区、企业规范开办爱心托管班，
惠及更多职工。③5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7 月 26 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我省进一步
加大乡村教师补充力度，将为农村学校
新招聘特岗教师 1.7 万名，27日开始报
名。今年，教师资格不作为特岗教师招
聘报考的限制性条件。

今年全省共95个县（市）实施“特岗
计划”，其中，52个原贫困县共招聘特岗
教师11000名，其他43个县共招聘特岗
教师 6000名。招聘对象为全日制普通
高校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师范类专业专
科毕业生，同时要求年龄在30周岁以下。

我省 2020年特岗教师招聘将采取
“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教师资格
不作为特岗教师招聘报考的限制性条件。

我省特岗教师招聘网上报名时间是
7月27日—8月 2日，全省统一笔试时间
是 8月 9日上午 9:00—11：00。详情可
登录省教育厅官网或河南省特岗教师招
聘 网 站（http://tgzp.haedu.gov.cn/）
查询。

据了解，特岗教师服务期为3年，在
聘用期间工资待遇、职称评聘、评优评
先、年度考核等方面与当地公办学校教
师享受同等待遇。特岗教师服务期满
后，经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转为编制
内正式教师，并享受国家关于引导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各项优惠政策。我
省已连续实施12年“特岗计划”，吸引了
一大批高校优秀毕业生投身农村教育事
业。③6

□本报记者 梁莹莹

头戴骑行帽、身着红马甲、脚踏自行车，7月24日
早上8点，在濮阳市开州路口，一群城市“啄木鸟”有
序出发了。

第一个“打卡”的地点是安康小公园，人来人往，
角落里垃圾不少。

69岁的苏同保熟练地拿起手机，拍照、拍视频、
编辑文字，动作一气呵成，将这条“报料”信息发到了

“文明巡防志愿服务群”里：“安康小公园垃圾遍地，
无人清扫，缺乏公厕，请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几分钟后，濮阳市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在
群里回复：“我们将安排专人打扫，并推动公厕建设，
继续完善环卫工作。”

看到这里，苏同保便放心地收起手机，和大家一
起捡拾起了地上的垃圾。

今年上半年，在苏同保的“镜头”下，已有数十条
问题被“受理立案”，得到了及时处置。

苏同保是濮阳市文明巡访志愿服务队队长，该
志愿服务队由市里的老党员、退休干部、退休职工组
成，平均年龄67岁。

2013年以来，该志愿服务队坚持每周骑行到城
区各处巡逻，把环境卫生、群众需求等问题记录下
来，通过微信群反映给相关单位。目前，已有超过4
万件城市管理领域的问题得到妥善处置。

“以前遇到井盖丢失、环境脏乱、下水道堵塞等问
题，群众不太了解向哪个部门反映，往往容易搁置。
现在有了这支志愿服务队，能高效快速地直击城市盲
区、死角，推动有关部门迅速处理问题。”濮阳市文明
办主任李亚丽说。

目前，文明巡访志愿服务队已发展至 10个中
队，每周五早上各中队按照安排好的路线进行“打
卡”巡访。

直至上午10点，志愿服务队才在路边的小公园
稍作休息，并把问题一一记录下来。喝口水，打打
气，很快又重新出发了……③6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实习生 王晓彤）对中医
学感兴趣的河南考生注意了，今年高招，上海中医
药大学学制九年的本博连读“屠呦呦班”计划在我
省招3名理科生。

据上海中医药大学官方微信发布消息，今年，
该校与中国中医科学院联合开展“高层次中医人才
培养试点专项”，开设本博连读中医学“屠呦呦班”，
将于 2020年起开始招生，培养中医拔尖创新人才，
首批拟面向河南、北京、山东、山西、浙江 5地招 15
人。

“屠呦呦班”学生本科阶段由上海中医药大学
负责教学培养和管理工作，研究生阶段由中国中医
科学院负责。双方组建联合教学团队，共同开展课
程开发、课程建设、教材编写、创新创业项目实施等
一系列教学改革工作。

据悉，上海中医药大学今年计划在我省招44人
（本科38人、专科6人)，其中，中医学（屠呦呦班）（学
制九年医）计划招3名理科生。需要提醒考生的是，
上海中医药大学对考生身体健康情况有明确规定：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患有
其第一条列出的六大类疾病的考生，不能报考；考生
的视力、听力、嗅觉等不达标，不能报考。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办理完出入
境业务，临到取证时没时间怎么办？今
后不用再为此事发愁了。7月 27日，记
者从郑州市公安局获悉，为方便群众办
事，警方在“郑州警民通”微信公众号上
推出“代为取证”功能，群众足不出户就
能收取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警方介绍，进入“郑州警民通”微信
公众号，在功能页面点击“代为取证”。
首次进入需进行实名认证，认证完成后，
系统会自动查询出办理的证件信息。办
证当事人只需准确填写收件时间和收件
地址后，就可以安心等待证件送上门。

如何保证证件寄送安全？由“郑州
警民通”提供在线代取认证审核，通过实
名认证、活体检测环节，确保取件信息安
全可靠。为防止证件信息泄露，证件取
出时由“跑男”及时包装密封，签收时，需
出示领取凭证，双方当场核对证件无误
才可签收。③4

□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7月 28日是第十个“世界肝炎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积极预防，主动检
测，规范治疗，全面遏制肝炎危害”。如
何正确认识肝炎？丙肝如何预防和治
疗？7月 27日，省卫健委、省疾控中心
组织专家就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解
答。

肝炎是由病毒、细菌、寄生虫、化学
毒物、酒精、自身免疫病等因素引起的肝
脏的炎症。常见的病毒性肝炎有甲肝、
乙肝、丙肝、丁肝、戊肝。食欲减退、消化
功能差、厌油腻、进食后腹胀、恶心、呕
吐、腹泻、体重下降、肝区不适和疼痛是
肝病常见的症状。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引起肝炎的重
要原因。常见的酒精性肝炎和脂肪性肝
炎，与酗酒、饮食不合理、运动不足、肥胖
症、糖尿病等因素有关。因此要调节饮
食，荤素搭配，控制脂肪摄入，戒烟戒酒，
远离咖啡饮料，规律作息。

相比乙肝的宣传普及率较高、群众防
范意识较强，公众对丙肝的知晓率较低。

“这是因为，丙肝病毒是潜伏在体内的‘沉
默杀手’，普通健康体检也很少涉及这项
检查。”河南省传染病医院肝硬化科主任
李广明说，“虽然丙肝可治愈，但具有传染
性，若长期得不到控制，丙肝比乙肝更容
易发展成肝硬化、肝癌，死亡率很高。”

建议以下高危人群要尽早到医院接
受丙肝抗体及病毒核酸检查：做过手术
或输过血的病人，扎过耳洞或做过文眉、
文身的人，感染丙肝病毒母亲所生的婴
儿，做过胃肠镜等有创检查的病人。

对于丙肝患者来说，一条利好消息
是，去年 11 月，国家医保药品新增 70
个，其中就包含了三种丙肝治疗效果较
好的常用药，降幅平均超过 85%。“就拿
丙肝治疗的首选药物择必达（艾尔巴韦
格拉瑞韦）来说，患者需服药 12周才能
治愈，如今药品价格下降，又加上医保可
报销，患者用药费用大幅降低。”李广明
说。③9

足不出户 收取护照

农村特岗教师
今年招1.7万名

关注“世界肝炎日”

丙肝莫忽视“平民价”治愈

为城市挑刺的“啄木鸟”

“屠呦呦班”首次招生
九年本博连读 拟在我省招3名理科生

就业

政务

小区公共收益业主可“分红”

快乐过暑假
安全不放假

[城市管理]

[高招]

7月 27日，孩子们在开
封市金明池东广场学习轮
滑。⑨6 李俊生 摄

7月 27日，永城市第四
小学的孩子们在足球场上训
练。⑨6 聂政 摄

“你上班，
我带娃”

工会爱心托管班来了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暑假生活开始了，为确保
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7月16日，省
公安厅发布安全防范提示，提醒广大学生增强安全
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注意防溺水、防交通事故、防
电信诈骗、防火灾事故、防踩踏事故和人身伤害。

要牢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

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

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

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

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预防溺水事件预防溺水事件

在寻找暑期工作时，一定要擦亮双眼，警

惕用工陷阱。不随意相信网络上的兼职广告，

对要求先交定金和保证金的工作，一定要警

惕；不抵押任何证件，用工单位要学生用本人

的有关证件作抵押时，一定要拒绝，谨防证件

流失到不法分子手中。③5

警惕兼职陷阱警惕兼职陷阱

坐出租车时，在上车前要记住车牌号码，乘

车时要系好安全带。在出游时，不要和陌生人

搭伴出游，要将详细行程告知家人，切记不要乘

坐无牌、无证、超员车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

闯红灯、不翻越隔离栏，不在马路上跑闹、玩耍。

注意交通安全注意交通安全

上网时不把个人和家庭信息告诉他人，不

要相信“免费午餐”，手机短信、微信、QQ上发来

的链接不能随意点，聊天交友要谨慎；保护好自

己的密码口令安全，不告诉他人，如果遭遇到了

网络暴力，一定要和家长及时沟通。

防范网络风险防范网络风险

漫画/王伟宾

7 月 22日，郑
州市高新区职工文化
活动中心爱心托管班，孩
子们正在诵读经典。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二条

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

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

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

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

于业主共有。”

有民法典支持，小
区公共收益怎么用？
我们业主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