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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表姐贷款做生意留下后患
几年前，李先生以个人名义为表姐贷
款，如今表姐迟迟不还剩余的贷款，而银行
方面又在催款，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表姐还
钱？近日，市民李先生求助晚报 《社区周
报》 法官栏目，寻求一条解决问题的法律途
径。
事情缘由
李 先 生 说 ， 2015 年 10 月 至 2016 年 10
月，表姐以他的名义从银行、贷款公司获取
150 余万元贷款。表姐家原来开了个酒店，
让他贷款的目的主要用于酒店生意周转。这
些贷款大多是分期还款，前期，表姐家还在
逐步偿还，到了 2017 年以后，就不好好还款
了，现在好多贷款已经到期，银行也在不断
地催要，表姐家还是一直拖着不还，更让他

焦虑的是，表姐现在不知去向，还款成了大
问题。截至去年 7 月 18 日，表姐共欠 89 万余
元贷款。为了让表姐尽快清偿所欠债务，他
和表姐订立了一份债务清偿协议书，明确了
债务数额、偿还债务期限、逾期年利率等。
但是签订这份协议书的时候，违约责任一栏
是空白的，现如今他应该通过哪些途径解决
这一经济纠纷？
律师说法
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王律师认为:根据我
国 《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
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
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订立借款合同，借
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
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本

案中李先生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和贷款公司
借款，与银行、贷款公司形成合同法律关
系，在其表姐无力还款的情况下，李先生
应当及时向银行及贷款公司按约还债，否
则个人征信受到影响。李先生与其表姐签
订的 《债务清偿协议》 属于民间借贷法律
关系，李先生对银行及贷款公司还款后根
据此份协议向其表姐追偿，履行过程中，
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李先
生所在区人民法院起诉；也可提交西宁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记者 曙光

社区法官

霸座问题频出引发市民热议
高铁霸座男引发的舆论余波未了，霸座女又
开始登台。而霸座女舆论未平，
一霸座大娘的视频
又在网上疯传，
近期，
霸座现象接连成为社会热点，
这些事情的发生不禁让我们自问问题的症结何
在？霸座问题要如何解决？对此，
你怎么看？
网议：
@轻扬：霸座问题既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
问题，实际上，霸座违反了合同法，铁路部门卖给
霸座者的票在哪里，霸座者就该坐哪里，这是乘
客应该履行的合同义务。霸座现象的发生折射
的是霸座者法律意识的薄弱。
@凌凌：有了规则才有自由，高铁的迅速发
展带来了不一样的中国，相关乘车文明以及法律
服务也应该及时跟上，
《铁路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也应该走出绿皮车时代，与时俱进。
@刘颖余：道德倡导、舆论监督当然必不可
少，但都代替不了制度和法律的刚性约束。只有
制度、法律的制定更精细更科学，执法更严格更
有力，才能真正对违规者形成震慑，霸座之类的
奇闻才会消失于无形。
@独步：霸座等违法问题犹如一面面镜子，
照出了社会管理的种种缺陷和不足。改变管理
执法的粗放和软弱，让相关部门积极履行责任，
做好规则的捍卫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霸座等违
法现象的发生。
@建顺：目前对霸座者处以 200 元罚款看起
来是对的，但实际上有待进一步商榷。因为这已
经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了。法律规定，情节较重
的处 5 日以上、10 日以下拘留和 500 元以下罚款，
他们已经符合情节较重的情况，所以就应该对他
们按法律处罚，这样可能会更有效。 记者 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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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两处隐患解居民之忧
在社区的帮助下，9 月底家属院破损的
楼梯和公厕终于翻修好了，解决了家属院居
民的后顾之忧。
广济路原二建家属院是破产企业家属
院，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家属院中的 11
号楼两个单元上二楼的楼梯是外楼梯, 由
于年久失修，长期无人管理，楼梯开裂倾斜
严重，随时有倒塌的危险，居民上下楼梯存
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出行
安全。而院中 8 号楼旁边居民自己修建的
一个水厕墙体开裂并倾斜破损严重，大家上
厕所或从旁边经过都非常担心墙体倒塌砸
到人。
居民将这一情况反映到了东关社区慈
幼居委会,居委会负责人到现场了解情况
后，最终决定由居委会动用为民办实事资金
对楼梯开裂的部分进行翻修重建，拆除快要
倒塌的水厕进行重建，随后社区书记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立即联系维修人员协商解决二
建家属院出现的楼梯和墙面开裂问题。两
处隐患全部排除，居民心里非常高兴。
记者 建文

小巷扫描

市运小区终于装上了路灯

近日，仓门街办事处举办创业分享沙龙。辖区 4 名优秀创业典型代表为高校
毕业生及有创业意愿的数十名居民群众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此次创业分享
沙龙鼓励身边创业者拿自己的真实经历进行分享，使与会人员很受教育和启发，
有的还找到了朋友甚至是意向合作伙伴。
史益竹 摄

出资 6.3 万元改造两院下水管道
10 月 5 日，龙泰社区组织实施的下
水管道疏通、改造工程完工，困扰南川
东路 67 号院和 64 号院居民的下水堵塞
问题彻底解决了。
南川东路 67 号院、64 号院都属于老
旧楼院，无物业管理，3 年前虽然进行过
一次清理，但仍然经常发生下水堵塞、
化粪池外溢等现象。特别是今年雨水
多，下雨天更是污水横流。每当天气炎
热时，化粪池会散发出难闻的臭味，院
子始终笼罩在臭味当中，影响了居民的
正常生活。可是疏通化粪池和维修下
水管道的费用高，大家无力承担巨额的
维修费用，无奈之下居民就到社区求
助，
希望社区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社区负责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前往

该楼院了解情况,经过查看发现出现下
水外溢是因为院内的下水管道都已老
化，有些管道破损，化粪池长年没有疏
通造成的,要想根治必须更换破损的管
道，对化粪池进行彻底疏通才能有一个
整洁的生活环境，社区经过开会协商决
定将南川东路 67 号院、64 号院的下水管
道、化粪池疏通和维修改造列入为民办
实事服务项目工程中，出资 6.3 万余元
进行改造。10 月 3 日社区请来专业施工
队和车辆到场清理，经过 3 天的施工，困
扰南川东路 67 号院和 64 号院居民的下
水堵塞问题彻底解决了。 记者 建文

和谐邻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
民主 国之经络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
疏通国家的肌体，
协
调政治的机能。作为一种政治实践、
价值理
念，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没有民主就
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倡导的民主，是真实的民主，没
有门槛，不受财产、地位、民族、性别、宗教
等因素限制，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
权利；是广泛的民主，绝不以牺牲多数人

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同时又
尊重和照顾少数人，充分反映和协调各方
面的意愿和利益；是高效的民主，既真切
全面地反映人民意愿，又致力于尽快形成
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是
丰富的民主，不仅有选举民主，还有协商
民主、基层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近日，摩尔园居委会辖区市运小区的多
位业主来到居委会，反映小区一直无路灯照
明，现在天渐渐开始黑得早、亮得晚了，没有
路灯影响业主们的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希
望居委会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磨尔园居委会对居民反映的问题非常
重视，
马上安排召开了居民院落议事会，
现场
征求居民群众的意见，就安装路灯的费用问
题填写了居民意见征求表。居民张精忠有
感而言:
“市运小区这样的老旧小区很多问题
都不好解决，如果由居委会牵头安装路灯居
民心里都很踏实，需要居民做什么大家一定
配合！
”
车主代表郭志宽说：
“给小区安装路灯
我们举双手赞成，希望居委会早日安排实
施。
”
议事会上居民就路灯安装问题提出的许
多细节问题，亮化公司专业人员一一作了解
答。最后由居民自己定板，用近期剩余停车
费用的部分资金为小区安装路灯，居委会工
作人员将对相关费用及用途进行及时公示。
近日，小区的路灯安装完成，11 盏路灯
带给小区一片明亮。
记者 楚楚

社区帮办

分户采暖化解供暖矛盾
10 月 9 日，青年巷 1 号院的居民看到
天然气终于通到了家里，一个个喜笑颜开。
青年巷 1 号院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成的
老旧小区，单位破产后由其他物业公司代
供暖气，因是集中供暖，加上暖气管道老化
等原因，造成部分住户家中温度不达标，部
分居民以拒交取暖费来发泄不满，为此居
民和供暖单位出现了矛盾。古城台街道学
院巷社区得知此事后，积极与物业公司协
调，并广泛听取居民意见，在得到居民同意
后，决定将该院 50 户居民的采暖改为分户
式采暖。经过前期与燃气公司的协调、沟
通，在居民的积极配合下，今年 4 月份该院
的供暖改造工程正式实施。10 月 9 日，经
过管道天然气打压、保压的成功，50 户居
民全部用上了天然气分户采暖。
“只要天气
冷了，我们就可以自己烧锅炉取暖，再也不
用等到供暖时间了。”供暖问题解决了，居
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纷纷称赞社区为他
们解决了大难题。
记者 晓峰

民情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