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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牌室开在小区里 火了生意苦了邻居
住在双桥区福地华园的赵女士有一块“心
病”：中午、晚上休息时间，楼下棋牌室里“哗哗”
的麻将声和吵闹声，让她难以入睡。 一年多来，
她就没睡过好觉，向物管、社区反映也得不到解
决。 记者走访了解到，类似赵女士的烦恼，很多
小区的居民都有过。 小区内的棋牌室经营行为
到底由谁监管？居民又该如何维护自己权益？记
者进行了走访。

现状： 棋牌室暗藏小区内
3 月 7 日中午， 记者来到赵女士所住小区
的棋牌室， 发现室外并无醒目招牌， 也没有名
称， 和其他住户无区别， 只是大门敞开着， 响
声不断。 进入屋内发现每个房间都设有麻将
桌， 且桌桌满员。 几桌一起“开战”， 推牌、

砌牌时的噪音和“麻友” 的喧哗甚是吵闹。 一
位阿姨告诉记者， 小区里的棋牌室经常开到凌
晨， 十分嘈杂。
记者走访多个小区发现， 开设棋牌室的现
象普遍存在。 据竹林寺小区一住户介绍， 每天
一到下午， 许多人走进小区内的棋牌室， 直到
第二天凌晨， 才陆续离开。 这些散布在小区内
的棋牌室， 对外提供打麻将服务， 它们大多开
在空置的单元房内， 且生意不错， 好多外来人
员投奔而来。 一些小区同一栋居民楼内， 甚至
开设两到三家棋牌室。

是伴着麻将声入睡。 更让她受不了的是，经过楼道
时，香烟味非常呛人。 严重时，烟味都飘到了其他楼
层，居民开门时，都能闻到烟味。
深受其扰的不仅朱女士， 还有家住南兴隆
小区的杨女士， “每天晚上， 楼下棋牌室生意
极其兴隆， 晚上 7 点之后客厅里最少能摆两桌，
最多的时候大小卧室外加客厅全部摆满， 不到
一点不会散场。 每天晚上我睡觉时就听到下面
哗哗响的麻将声， 一些打麻将打牌的人的高谈
阔论， 拖椅子的声音， 拍桌子的声音， 真是不
绝入耳， 让人无法安睡。”
小区内棋牌室产生的噪音让相邻业主不得
安宁，
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活环境。 加之“麻
居民： 麻将声声影响休息
友” 在小区内乱停车、 随意出入小区， 占用小
家住双桥区陕西营小区的朱女士反映，从早上 区的公共资源， 给小区带来安全隐患， 侵害了
一直到深夜，棋牌室都有人打麻将，其一家人常常 业主的权益。

节后诈骗又多起来
随着信息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 利用电信网络
实施的新型违法犯罪活动日益增多。 春节过后， 各
类骗局又多起来。

管理部门： 违规经营可进行查处
对此， 记者咨询了工商部门， 工商部门工
作人员介绍， 小区棋牌室也需取得合法经营资
格方可营业。 工商 部 门 对 企 业 或 个 体 户 的 经
营行为进行监管。 如 有 小 区 棋 牌 室 存 在 违 规
经营现象， 工商部门会对其进行查处。 另外，
河北蓝岛律师事务 所 律 师 李 振 泉 也 说 ， 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规定， 购房者在购
房时产权证上注明 是 “住 宅 用 房 ” 的 ， 如 要
改变其性质用途， 需与小区物管或社区进行商
议衔接。 经物管和利益关系人同意， 可经审批
后开。 但如果棋牌室影响到了邻居的休息， 业
主可以维护自己的相邻权， 通过司法途径要求
其撤离。
本报记者 张兆烨

淘宝快递礼盒骗局
日前， 市民张先生接到一北京座机打来的电
话， 称他是淘宝商城会员中心人员。 因张先生经
常在淘宝上消费， 所以淘宝开展了年初回馈客户
的活动， 将赠送价值千元的欧莱雅六件套商品免
费试用。 商城中心人员明确地知道张先生的电话
号码和家庭地址， 只要张先生决定参与活动， 他
将会收到快递礼盒， 到时张先生只要向快递员转
交商品的税费和手续费共 200 元， 但商城同时会
随礼盒赠送 200 元手机卡， 这就等于免费赠送。
张先生在电话中答应着对方寄送商品， 另一方
面多了个心眼。 上网进行了一番查询才知， 之前有
许多网友遭遇了此类骗局。 通过拨打淘宝客服得知，
近期淘宝网没有幸运抽奖活动， 凡是以缴纳手续费
或其他费用为名， 让消费者领奖的均是网络诈骗。

呼声与建议

获奖、 退货是诱饵

旱河里搭石桥
方便还是危险
“远看似‘
水镇’， 近看乱石墩。 要想经此过，
小心又小心。” 在双桥区草市街与中兴路之间有一
条二仙居旱河。 旱河的两侧有住宅、 市场、 学校
等。 附近居民为了过往方便， 在河上搭建起了“石
桥”。 其实旱河上是有桥的， 为什么周边居民还要
如此涉险过河呢？ 对此， 记者进行了走访。
2 月 29 日上午， 记者来到草市街统建办公楼
旁的旱河边， 可能冰水刚刚融化， 河水比较浅。 河
岸边建有河堤， 本来护堤是没有路可以靠近河岸
的， 可能是为了出行方便， 不知是谁在护堤上修出
了一条近 70 度的简易台阶。 记者沿着台阶走到河
岸边发现， 水中放置着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 与
河对岸连接起来。
记者在采访期间， 正好看到有一名女子踩着石
头小心翼翼地过河。 该名女子称， 她在商城附近一
饭店上班， 住在河对岸的竹林寺某小区， 这次因为
要迟到赶着上班， 不得以才从“
石桥” 过。
其实在这段“
石桥” 的两侧都有正常过河的桥和
路， 沿统建办公楼往西便是一座新修的通济桥。 而沿
统建办公楼往南便可由竹林寺小区绕过， 但这个“石
桥” 距离两处道路之间直线距离均在 500 米左右。 旱
河一侧是中兴路小区， 另一侧挨着草市街建材市场和
学校， 如果要走通济桥和竹林寺路过河则要绕行很远
距离。 记者采访期间， 碰到有不少学生走“
石桥” 过
河。
“这条‘石桥’ 搭建有好多年了， 如果不走
‘石桥’， 从两边道路绕行， 至少要多花 20 分钟，
而走这里过河则需 5 分钟。” 一名王姓小学生说，
每天上学、 放学有不少学生从这里过河。 不过要是
遇到雨季水位上涨， 这条石桥就没用了， 还得绕行
才能到学校。
据附近居住的陈先生介绍， 这个“石桥” 起初
是居民们自发搭的， 有几十年的历史。 后来政府为
了改造二仙居步行街， 将两侧的堤坝进行了修缮，
为此还在护堤上修筑了台阶。 陈先生称， 以前有人
形容每次走这一段路是“跋山涉水”， 不过自从有
了“石桥” 之后， 确实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便利，
但也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前段时间， 就有一名学生在过桥时， 不慎掉
落水中， 所幸水不深， 被及时救起， 不过整个人变
成了落汤鸡。” 陈先生说， 既然这里每天都有不少
人过往， 说明走这里方便。 不少居民希望这里能架
起一座桥， 方便大家出行。 不然一到了下雨季节，
“石桥” 被淹没， 每次过河都要绕行一公里， 实在
太不方便。
本报记者 郭宏伟

双桥区竹
林寺统建楼小
区，因排污管道
老化， 年久失
修，化粪池堵塞
严重， 污水遍
地。 小区道路冬
天一层冰，天暖
后又弥漫着难
闻的气味。 小区
居民盼望为他
们修一修管道。
本报记者
刘 冰 摄

春节过后， 外来人口返城高峰带来的是求职
潮， 有人利用人们求职心切的心理， 以各种方式诈
骗钱财。 一是通过招聘短信、 街头“小广告” 等形
式发布信息， 来骗取报名费、 中介费、 服装费等；
二是假冒职业中介机构， 骗取求职者信任后， 巧立
名目收取费用， 得手后携款潜逃； 三是以“有关
系， 有路子”， 可为求职者疏通关系为名诈骗钱财。
求职应聘时， 一定要提高警惕， 特别是对中介机
构、 应聘企业要追根问底， 核实相关执业资格文
件， 以免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刘 冰

没有车载垃圾袋，垃圾无处可放，乘客感觉十分不便——
—

期待出租车上配备垃圾袋
3 月 7 日， 市民郑先生向本报民生热线
反映， 乘坐出租车时很少见过车上有垃圾袋
和垃圾桶， 而向车外丢东西觉得又不妥， 不
扔又没地方放， 因此感觉特别不方便。
据了解， 不少城市都要求出租车内要配
备垃圾桶或垃圾袋。 那么， 我市的出租车有
这样的便民小举措吗？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说道。 听到记者的抱怨， 这位司机解释说，
常有乘客在车上吃东西， 将塑料袋、 瓜果壳
随手丢在座位上和座底下。 这还不算什么，
他时常还会遇到乘客呕吐的情况。 很多时候，
对方喝醉了酒， 说不通道理， 通常都是他自
己来处理， 清理起来可费劲了。

小细节会让乘客更方便
出租车内难见垃圾袋
连日来， 记者实地搭乘十几辆出租车发
现， 多数出租车内没有垃圾桶和垃圾袋， 仅
两辆出租车上贴有垃圾袋。
“这是谁扔的东西， 叫别人怎么坐啊？”
3 月 8 日， 记者刚在市区广仁大街搭乘了一
辆出租车， 看到后座上扔着一堆垃圾， 不禁

此外， 我市制定了新材料、 新技术、 新装
备、 新样式“四新” 推广方案， 推动大宗新型物
料生产的本地化， 加大尾矿资源综合利用新型建
材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力度， 鼓励支持在民居
改造和中心村建设中优先使用蒸养砖、 灰砂砖等
尾矿综合利用系列配套产品， 明确年度目标任
务， 督促指导各县 （区） 建设示范户和示范村，
形成推广应用“
四新” 的浓厚氛围。

我 市 各 级 各 部 门 对 症 下 药
转 作 风 抓 落 实 优 化 发 展 环 境
（上接第一版）把依法行政作为全系统一项硬要求
和硬约束，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认
真履行“一岗双责”，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坚决纠
正“
四风”，以从严从实的标准扎紧制度的笼子。 以
社保基金、就业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公务员考录和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职称评审等为监控重点，完善
廉政风险评估、权力公开透明和责任追究等机制，
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牢固树立干净干事、清廉
为民的理念，争做人民群众喜爱的好官。
“
先亮丑，再亮剑，采取有力举措，破除瓶颈制约，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宽城满族自治县围绕
解决效率不高的问题，优化再造行政审批流程，精简
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强化电
子监察。 围绕解决执法不规范的问题，严格规范权力

交高额中介费得高薪工作

记者调查

我市精心绘制美丽乡村建设蓝图
（上接第一版）坚持建管并重， 不断巩固和持续发
展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 广泛发动群众形成全社
会关心、 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 坚持整
村推进、 连片开发，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整合
资源、 协调联动， 进一步突出地域特色、 充分发
挥农民主体作用、 探索市场化运作、 完善投融资
体制、 建立长效机制， 建设“环境美、 产业美、
精神美、 生态美” 的美丽宜居乡村。

春节期间， 许多市民在家中观看综艺节目， 有
时也参与答题抽奖环节。 年后， 如果某一天你接到
一条短信， 说你被某某栏目抽中为一等奖， 千万不
要轻易相信。 再者， 年前部分市民网购的宝贝因为
快递停运等原因还没到货。 节后却接到自称“店
主” 打来的电话， 说是由于货物短缺、 系统原因等
无法发货， 可办理退款， 随后发给你一个退款链
接。 此时， 千万不要轻易打开链接。 以上两种情
况， 很可能是诈骗分子发来的钓鱼网站。 一旦登
录该个人信息、 网购账号、 密码等重要信息就会
被窃取， 甚至网银资金被盗刷。

运行，推行行政执法主体、程序、用语、文书和行政处
罚案卷制作“
五规范”。 同时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权，切实
“
为企业排忧、为发展清障”。 围绕解决服务不
优的问题，进一步整顿机关行业作风，大力推行立即
办、主动办、上门办、跟踪办、公开办的
“
五办”作风，做
到主动服务不推诿、协调服务不扯皮、高效服务不拖
拉、廉洁服务不设卡。 围绕解决诚信不够的问题，进一
步加快建设
“
诚信宽城”，从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
抓起，切实解决权力失衡、诚信缺失、徇私枉法等问
题，提高政府公信力；严厉查处和打击制假售假、欺诈
行骗、偷税逃税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探索推行诚信
“
黑名单”制度，强化企业诚实守信意识；开展
“
诚信宽
城”宣传教育系列活动，逐步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
重的良好风尚。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 出租车的服务应
更加人性化， 以满足乘客的多方面需求。
“我的孩子经常在出租车上吃个零食。
如果把果皮、 瓜子皮丢在车上， 怕司机师傅
不高兴； 扔出车窗外， 又不文明。 要是有个
车载垃圾桶， 垃圾就有地方扔了!” 乘客孙女
士告诉记者。

在车上喝完矿泉水， 将空瓶直接扔出窗
外； 抽完烟后， 把烟头、 烟盒随手丢出窗外；
摇下车窗， 一口痰应声飞出……乘客乘坐出
租车车窗抛物， 不仅影响环境卫生， 而且给
环卫工人和其他车辆造成安全隐患。 市民周
大妈说： “我经常看到环卫工人在马路中间
捡拾从来往车辆飞出的垃圾， 这是很危险的。
要是车上装个垃圾袋， 我想乘客就不好意思
再往车窗外扔了。”

出租车不妨装个垃圾袋
那么， 出租车有配备垃圾袋的规定吗？
记者就此咨询了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一名
工作人员说， 出租车上是否应配备垃圾桶或
垃圾袋， 我市目前并没有明文的硬性规定。

实施“
净化工程”让城市空间清朗起来
（上接第一版）
要着力完善市政环卫设施设备，切实加
大投入力度，合理确定城市环卫设施的配置
标准、数量规模、布局分布，使之与周围的环
境布局、路况相适宜，确保满足垃圾收运、污
水收集等方面的需要。 要对市政设施进行一
次集中维护，全面整修“烂路面、烂道牙、烂
井边”， 及时养护和更换破旧的果皮箱等垃
圾回收器具，力求全市城区的环卫设施和市
政设施逐步得到完善，城市的整体形象有一
次大的全面的提升。

“净化”工程任务繁重，涉及面广，各级各
部门要以坚定的决心、鲜明的态度、有效的举
措，明确责任抓落实、形成合力抓落实、营造
氛围抓落实、掷地有声抓落实、建立机制抓落
实，以更加振奋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
作风，更加有力的工作措施，扎实推进工作进
度。 要按照责任分工，拓展思路抓突破，针对
顽症抓攻坚，着力强化精细管理理念、人本理
念、规范有序理念、打造品牌理念和创新管理
理念，深入推进“净化工程”的实施，确保实现
城区“洁净、靓丽、美观”的目标。

围场精准帮扶确保 2.1 万农民脱贫致富
（上接第一版） 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 生
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及库区的
贫困户， 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今 年，
全县将完成 94 户 273 人的搬迁。
发展特色产业， 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
本途径。 该县围绕马铃薯、 蔬菜 、 畜 牧 、
林果、 中药材、 花卉、 食用菌、 特色养
殖、 杂粮等九大特色扶贫产业， 按照因户
施策的要求， 组织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选择适宜的产业上项目、 搞经营、 抓增
收。 组织合作社、 龙头企业与贫困户建立
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直接发展规模
扶贫产业， 年内受帮扶的 3350 户贫困户，

每户都将参与一项稳定增收项目， 实现脱
贫致富。
自 2016 年 秋 季 学 期 开 始 ， 围 场 在 省
内公办普通高中、 中职学校、 普通高校
就读的 872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将
享受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 住宿费、 教
科书费等政策， 并享受国家助学贷款。
“家 里 两 个 孩 子 上 学 享 受 着 国 家 的 补 贴 ，
这减轻了我们很大负担， 自己在药 厂 打
点零工， 一年收入个两三万元， 这日子
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下伙房乡下伙房村
七组村民刘永芹谈到国家的助学政策很
是激动。

不过， 就算再不方便， 乘客也应设法把垃圾
带走， 而不应该乱扔。
“
以前， 经常遇到乘客把随手吃剩的水果
皮、 核， 瓜子皮等不是扔到车里， 就是抛到车
窗外。 有时我制止还会引来不满。 可自从我在
驾驶员后座上贴上个垃圾袋， 乘客就会把一些
小垃圾丢进去。 要不然扔在车里， 我们清理起
来会很费劲。” 出租车司机孙师傅告诉记者。
采访中， 大多数市民表示， 如果乘客的
垃圾在车上有去处， 就不会再随意往外或者
车子里乱扔了。 期待出租车早日配备上垃圾
桶或垃圾袋， 为乘客提供方便。 同时， 乘客
也应文明乘车， 无论出租车上有没有垃圾袋，
都不该把垃圾留在车上或抛掉。 每个人都应
为城市文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牛四光

我市落实产业扶贫
破 解 农 民 增 收 难
（
上接第一版） 实现了扶贫
资金的有效整合和连年递
增。 立足资源优势， 通过
政策引导、 资金扶持等方
式， 使特色产业不断壮大，
打造了扶贫产业发展的新
格 局 。 “十 三 五 ” 期 间 ，
我市将结合实际， 通过
“
三年集中攻坚、 两年巩固
提 升 ” ， 到 2020 年 底 前 ，
巩固提高全市脱贫攻坚成
果， 确保与全国全省同步
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以各类资金整合和统
筹为抓手， 提高扶贫投入
水平。 紧紧抓住国家不断
加大扶贫投入水平的契
机， 建立健全各种资金投
入保障机制， 破解瓶颈制
约。 以精准施策为着力点，
实施好“七个一批” 扶贫
攻坚工程。 将我市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按致贫原因分
别找准脱贫路径， 按照
“
七个一批” 分别制定扶贫

举措， 精心对贫困人口进
行扶持， 促进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
将产业扶贫真正落实
处， 破解农民增收难题。
以精准帮扶为目标， 切实
增强社会攻坚合力。 广泛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扶
贫开发， 形成人人皆愿
为、 人人皆可为、 人人皆
能为的社会扶贫良好局
面。 以增强内生动力为根
本路径， 提升贫困群众自
我发展能力， 把提高农村
贫困群众素质作为治本之
策来抓。
以扶贫资金滞留为导
向， 完善扶贫资金监管机
制。 力争到 2020 年， 贫困
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
改善， 稳定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 消除绝对贫困，
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