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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消防安全
意识以及小学生抵御火灾的能力，
近日，三门峡市湖滨区消防大队组
织官兵深入暑期班，为学生和老师
宣传消防知识，并送上消防安全知
识宝典等消防宣传资料，以提高小
学生的消防自保能力。图为消防
官兵在向老师介绍消防安全知
识。 记者 马建刚 通讯员 李艺
博李华摄影报道

昨日，商丘市公安局民警到商
丘市特殊教育中心，与特殊教育中
心手语老师一起为这里的聋哑学生
上了一堂交通安全知识课，以此迎
接新学期的到来。图为民警在给聋
哑学生讲解安全知识。记者 祁飞
通讯员白项林 摄影报道

为净化网吧环境，防止个别不
法经营者利用假期容留未成年人
进入网吧上网，昨日上午，平顶山
市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社区警务
大队民警对辖区内的网吧进行了
突击检查。

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彭程 贾
志琼摄影报道

讲安全

讲消防

查网吧

为了使全乡留守儿童能在开学
前学到一些防范常识，昨日，正阳县
公安局付寨派出所民警将近几年所
办理的诈骗案件编成故事，通过网
络图文结合的方式，讲给留守儿童
听。

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张
耀中摄影报道

教防范

本报讯（记者 杨勇/文图）针对市民反映
强烈的改装摩托车噪音扰民问题，郑州市交
巡警在重点区域展开专项治理。据了解，警
方在 6 个小时的夜查行动中，共查获醉酒驾
驶摩托车 1 人，无证驾驶摩托车 16 人，查扣
摩托车 24辆。

近期，部分市民反映在郑州市黄河路、
健康路、黄河北街等路段，夜间经常有人驾
驶改装后的摩托车行驶，噪音非常大，影响
休息。针对这种现象，郑州市公安局交巡警
一大队民警从 8 月 15 日 20 时至 16 日凌晨 2
时，在上述路段设卡对摩托车进行专项治
理。

8 月 15 日 20 时 30 分，一辆载着 3 个人的
红色无牌摩托车在黄河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被执勤民警拦下。经检查，这是一辆五羊公
主 125 型踏板摩托车，驾驶摩托车的是一个
年轻小伙子，后面载着一男一女。经询问，
小伙子承认自己没有任何驾驶证，摩托车曾
经有牌照，但在 2007 年郑州市区禁摩后，就
把牌照去掉后继续驾驶。因为无证驾驶、无
号牌行驶、闯禁行及超员行驶，该摩托车被
民警暂扣，小伙子也被带回大队接受处理。

当日 21 时 50 分，在文化路与金水路交
叉口附近，民警看到一辆大型“公路赛”摩托
车正在机动车道等红灯，司机衣着时尚，背
着双肩包，戴着全包头盔。经检查，车辆手
续齐全，司机也有摩托车驾驶证。司机自称
是个摩托车发烧友，所驾驶的摩托车是花了
4 万多元买的原装进口车，排气量 600 毫
升。因为郑州市区已经禁摩，民警对该司机
作出了闯禁行的处罚。

8 月 16 日凌晨 1 时许，在文化路与黄河
路交叉口，一辆沿文化路由北向南行驶的小
摩托车被民警拦下。司机满脸通红，浑身酒
气。经询问，司机小李承认刚喝了白酒和啤
酒。民警将小李带走抽血检验。经检验，小
李血液里的酒精含量达到 145 毫克/100 毫
升，已经远远超过 80 毫克/100 毫升的醉酒
标准。当日下午，李某因醉酒驾驶摩托车涉
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据郑州市公安局交巡警一大队大队长
王勇介绍，此次行动共查获醉酒驾驶摩托车
1 人，无证驾驶摩托车 16 人，查扣摩托车 24
辆，刑事拘留 1人，行政拘留 9人。

（线索提供 孟繁勇）

酒驾摩托车
刑事拘留

售“三无”美容品
责令整改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管
理创新工作，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
促进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健康发展，8
月15日，郑州市检察院监所检察处
联合河南省未教所、冯特教育集团
在河南省未教所举办了“幸福中国·
家长教育课堂”活动。

活动首先组织参会人员参观了
未教所的教育基地，播放了教育宣
传片《为了明天》，最后由冯特教育
集团的讲师为参加人员授课《儿童
健康成长，家长有责教养》（如上
图）。通过参观青少年犯罪的图片
和聆听老师的精彩授课，与会人员
表示深感震撼，感到了自己的责任
重大。

郑州市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处长
靳耀东说：“孩子的出生无法选择，
但一个良好的家庭将影响这孩子的
一生。没有谁天生就会做父母，但
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如何做一个合
格的父母。”学员家长深有感慨地
说：“今天才知道不学习就不懂得如
何做父母，这是对孩子最大的危
害。谢谢这次活动，希望天下所有
的家长努力，共同创造孩子美好的
明天。”

由于活动中讲师的激情演讲，
让“幸福中国·家长教育课堂”在家
长和未成年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据了解，郑州市检察院监所检
察处将会继续举办未成年人健康教
育课堂，活动将突破特殊场所的局
限性，力推家长教育课堂进万家，服
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延伸爱的轨
迹，为建设平安河南，服务中原经济
区建设做出贡献。

（宋海红 王佩首）

未教所开教育课堂
获得家长好评

本报讯（记者 李蕴真）开发商延时交房
的情况并不少见，关于延时赔偿的问题在购
房合同中也作了相关规定。但是，如果购房
者的损失超过合同规定的违约金数额时，是
否还能顺利得到赔偿呢？郑州市民李某就遇
到了这样的情况。

2009年7月，原告李某在郑东新区某小区
内购买了总面积为1200多平方米的24套房产，
准备用于商业租赁。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开
发商应当在2010年7月31日前交付房屋，可是
开发商一直拖到2011年11月才交房。房子拖
了一年多才交，实在让人挺着急。李某认为，合
同已约定：自2010年8月1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
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房款万分之
零点六的违约金。另外，开发商若按时交房，自
己的房屋租金是每平方米每天2.5元。按照李
某的算法，开发商应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已
超过200万元。

开发商则认为，原告主张的日租金标准
过高，同时还出具了快递公司详情单和入住
通知书等证据，证明自己是于 2011年 8月向
原告邮寄交房通知，但原告 11月才到被告处
办理房屋交接手续，该期间的损失不应算入
逾期交房违约金和可得利益损失内。

案件审理期间，原告依法申请对争议房
产进行评估鉴定。鉴定书载明：本案争议房
产 2010 年 8 月 1 日至 2011 年 11 月 18 日可能
实现的房地产使用权价值为105.6773万元。

8月 17日，郑州高新区法院审理认为，被
告未按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房屋，已构成违约，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损失共计105.6773万元。

之后，李某再次起诉，要求开发商支付自
己垫付的房屋租金评估费用2.4万元，郑州高
新区法院将择日宣判。

（线索提供 何展 赵宜勇）

本报讯（记者 李向华 通讯员 樊彬彬）
“公司给我们单身员工发了一点租房补助，但
由于房东不给我们开具发票，我们享受不了
补助的待遇。”近日，李某一边向记者诉说，一
边叹气。针对此事，记者走访部分房屋中介
公司后了解到，如果租房者需要开具发票，中
介公司是不租的。

记者通过租房网站联系了几家房东，当记
者提出索要发票的时候，房东回答：“我们这没
什么发票。”同时，记者从市区多家房产中介公
司了解到，租房子索要房租发票比较困难。

“没人愿意开发票，主要是因为开发票需

要缴税，房东肯定不愿意缴这部分税款。”某
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说，除非房客愿意掏钱
缴税，房东才有可能开具发票。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咨询了郑州市地税
局稽查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记者，根据有
关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
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
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出
租房屋的房主属于‘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
款项’这一项，在房主取得收入之后应该依法
纳税并提供合法凭证，但个人房屋租赁的税
收管理一直是个难点，征管难度大。”

租房容易
索票难

购房者获赔105万余元

一听“要发票”房东不愿租

买房容易
交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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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讯（（记者记者 郭跃华郭跃华 通讯员通讯员 赵赵
正银正银//文图文图））一些美容美发店免费为消一些美容美发店免费为消
费者提供的洗发水费者提供的洗发水、、定型水等都是定型水等都是““三三
无产品无产品”（”（无生产日期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质量合格证、、
无生产厂名称无生产厂名称）。）。近日近日，，郑州市二七工郑州市二七工
商分局对辖区内的美容美发用品店进商分局对辖区内的美容美发用品店进
行集中整治行集中整治，，检查的检查的 106106 家美容美发家美容美发
用品店中用品店中，，1515 家存在销售家存在销售““三无三无””美容美容
美发用品行为美发用品行为。。

近日近日，，郑州市二七工商分局德化郑州市二七工商分局德化
街工商所执法人员对大同路和南下街街工商所执法人员对大同路和南下街
的美容美发用品商店进行了地毯式检的美容美发用品商店进行了地毯式检
查查。。在南下街一家美容美发店内在南下街一家美容美发店内，，执执
法人员发现店内法人员发现店内地上摆放着大量的洗
发水和没有任何标识的白色塑料桶。
该店老板表示，白色塑料桶内装的是
定型水。工商执法人员让老板提供这
些产品的进货手续和质检报告，老板
均提供不出来。

据了解，这次检查的 106 家美容美
发用品店中，有 15 家店内销售的有

“三无”美容美发用品，工商执法人员
依法当场责令老板将“三无”产品全部
下架、撤柜，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