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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上商场!不用去排队"甚至不用
花钱"只要在网上填写一份申请表格"就
能免费获得各种最新的名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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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开发商!物
业协商无果"昨日"郑州市

$%

世纪社区业主将情
况反映给了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郑州市工
商局!郑州市信访局和河南省信访局"几个部
门已经受理$

昨日" 记者致电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

综合科一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刚收到
$"

世纪社
区业主的投诉"将针对业主投诉的内容"对

$"

世
纪社区工程质量进行检查"主要是业主反映的
地基浸泡%墙皮脱落!裂缝等情况"预计一周后
将得出结果$

郑州市工商局表示"等到郑州市工程质量
监督站得到检查结果后"将根据检查报告进行
处理$ 信访部门表示"将按照程序促成开发商!

物业等相关部门出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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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给予答复$

一个水桶" 一把铲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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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李
先生不停地把地下室的积水往外倒$ 昨
日凌晨的一场雨"让他的地下室再次变
成& 水房'$

& 只要一下雨" 地下室就成了( 水
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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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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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

楼的李先生说起这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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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米大小的地下室" 一脸愁
苦# 前几天的暴雨已经让地下室积水到
小腿深"他和家人花了一天时间才将积
水清理掉#

有此遭遇的不止李先生一人# 他
的邻居 "

%$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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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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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人家地下
室同样遭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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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
%

单元 "一进门洞 "积水已
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台阶淹没#& 如果
雨再大些 " 地下室的水还能往外倒
灌# '

& 水 是 从 地 表 墙 缝 里 渗 进 来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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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住户高先生说 "

整栋楼建成之后地基回填做得不好 "

导致楼墙外过道的水泥下方有缝隙 "

雨水是从泥土地里渗到地下" 流进地
下室的#

房子是
$''$

年建成的 " 但记者
昨日采访时发现 " 该居民楼外墙上
已出现多处裂缝 "清晰可见 # & 地基
长时间被雨水浸泡 " 地下室动不动
就渗水 " 房屋质量肯定受影响 # '高
先生说#

在媒体工作的张女士是一位标准的& 试
客'"从化妆品到饮料"从商场购物券到新开业
的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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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券"她都在网上搜# 她说"自从
变身& 试客'后"她的月开支节省了

%.)

# 向来
& 月光'的张女士"现在不仅有了更多的消费体
验"还能节省不少开支# 张女士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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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妆品+ "她们部门的女同事几乎都索取过试
用装"& 能用两个星期左右'$

张女士说" 自己最先选择试用主要是冲着
化妆品去的"是抱着& 先试后买'的心态$先从网
上免费索取相关商家的试用赠品" 经过仔细试
用并与其他爱好者们互相交流后"才予以购买$

张女士说" 如果自己发现某些商品在网上可以
索取试用装"都会马上索取"试用后还和网友交
流试用感受"如果商品评价不错"自己才会买$

但时间长了"张女士说现在她已经& 只试
不买'$ 她现在每周都会花时间在网上搜一些
试用的信息"从数码相机试用"到化妆品试用"

能找到不少免费试用的机会$

网上介绍"& 试客' 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
国"在欧美等互联网产业和营销产业链相对完
善的市场上"更多企业有机会选择互联网这种
方式进行更有效的营销$

近年来"国内一些网站开始给网民提供做试
客的机会$ 通过网站提供的一套身份认证系统"

注册用户可以用自选的方式挑选网站上所提供
的各种试用产品"包括配送在内的整个过程都不
产生任何费用$参与试用的用户需要做的只是填
写一份试用后的感受报告"并提交给网站"由他
们整理汇总后反馈给提供试用产品的企业$

在& 试尚网'里"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免费
商品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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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统统打着试用!试吃!试听!

试看的名义$在另一家& 试用网'的最新数据显
示" 目前" 该网站已经有超过

#''

万的注册用
户"他们每周可以通过该网站拿到包括资生堂
等各种品牌"不同数量的试用品$

一到雨天"俺家地下室就& 涝'

雨水是渗进来的 基建处已承诺要回填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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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找厂里要求解决问题"可
总是治标不治本$ '经国棉四厂基建
处多次施工维修"如今"高先生家外
墙根已经垒砌起一圈的水泥矮墙 "

而墙外过道的水泥已经覆盖了好几
层"还是挡不住雨水渗进地下室$

昨日下午" 国棉四厂基建处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天一晴"基
建处马上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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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进行重新回填

整治$& 今年雨水尤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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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的居民
意见很大"基建处已经着手进行施工整
治$ '该处一王姓工作人员表示"等天
晴后"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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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楼基渗水地段挖开进
行重新回填$ 而对于地下室一下雨就
渗水的原因"该工作人员称施工时间距
今较长"不太清楚$

至于重新回填的施工费用"国棉四
厂基建处表示无需该楼居民分摊$

+%世纪社区工程质量
有人查了 一周后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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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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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棉四厂家属院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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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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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地下室"一下雨就成了& 水
房'$ 让楼上居民不安的是"雨水不是灌进来的"而是从地表墙缝渗
进了地下室"& 地基长时间浸泡在水里"房屋肯定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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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个不花钱的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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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带着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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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的企盼和祝福"河南移
动商丘分公司的爱心志愿者"来到商丘
市梁园区观堂乡徐楼小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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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留
守儿童一起 "开展& 点燃激情 !传递梦
想!心系奥运!情满中原'签名活动"留
守儿童们在& 心愿墙'上"写下自己对北
京奥运的美好祝福"表达自己企盼奥运
到来的心情$

今年是奥运年"把奥运精神传播到
农村千家万户"让农村的留守儿童共享
奥运"是河南移动商丘分公司爱心志愿
者一大心愿$ 在奥运会举办前夕"他们
组织了这次奥运祝福签名活动"希望通
过这项活动"把奥运精神与理想传递给
每个留守儿童"让他们了解奥运!感受
奥运!参与奥运!支持奥运"放飞心中的
梦想$

河南移动商丘分公司爱心志愿者
付娟报名参加此次活动" 她说.& 我们
就是想为留守儿童做点实事" 他们和
一般的小孩比起来" 童年少了父母在
身边守护的关爱" 更需要社会给与他
们的重视$ '

河南移动& 心愿墙'

放飞留守儿童
奥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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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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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棉四厂家属院
中原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