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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派发微信报料红包啦！如果你遇到新鲜事、突发事、
感人事，请你给晚报提供线索，一经采用，将获得30元至200
元的大额微信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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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供水服务热线····················8112112
西宁市物业服务投诉电话········ 6131592
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6130804
公交热线··························96866
光明热线··························95598
燃气服务热线····················5131117
有线电视客服热线 ··················96333
环保110 ·······················12369
市政110 ····················6132110
运政110 ····················6158110
消费者协会投诉电话·················12315
公共自行车管理服务中心·8189138 8189158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5261111
市停车场管理中心················6106550
出入境管理处····················8251758
市社会保障事业管理局服务热线·········96345
城东公安分局户政大队 ·············8176003
城西公安分局户政服务中心··········8256337
城中公安分局户政大队 ·············8254209
城北公安分局户政大队 ·············6277110

给您提个醒给您提个醒

遇到难心事、紧急事、突发事、感人事可随时向我们倾诉和反映，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今日在线记者：

曙光

微信号：ylm1192733835

电话：13997166661

今日在线记者：

晓峰

微信号：xxf402294085

电话：18609719872

今天（8月14日) 明天(8月15日) 后天(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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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出击热线出击

近日，城北区康尔素小区居民致
电晚报热线反映，小区内一夜之间被
许多住户安上了地锁，不仅阻碍通行，
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晚报记者予以
关注。

居民反映

“小区的公共停车位都被住户加
上了地锁，8月4日晚上11点左右，又
有人因为停车位问题吵了起来。”家
住康尔素小区的赵先生告诉记者，小
区内住户最近私自安装地锁成风，十
分影响邻里关系。赵先生说，该小区
是老小区，没有物业管理，楼前有公共
停车位，平时也基本能够满足小区住
户使用，也没人安装地锁。可是大概
一个星期之前，有两三户住户在楼下
的停车位上安装了地锁后，越来越多
的人都开始效仿。8月2日早上，他出
门看到，一夜之间小区内安装了30多
个地锁。

记者调查

接到市民反映后，8 月 12 日，记
者来到该小区进行现场调查，发现
小区门口原有的门禁系统已经废弃
不用，也没有安保人员，社会车辆可
以随意进出。记者看到小区一共有
5 栋楼，在 3 号楼和 4 号楼有 20 多个
划好的停车泊位，在这些停车位上
有 10 多个崭新的地锁，明显是刚安
装的。随后，记者绕着小区走了一
圈，发现除了停车位，在小区内的公
共路面上也见缝插针地安装着很多
地锁，这些地锁横七竖八地装在小
区的路上，给居民出行留下安全隐
患，居民们对此也是怨声载道。记
者在小区内单元门上看到，8 月 5
日，小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指挥中心贴出通知，要求居民 7
日内拆除地锁，可是部分居民仍无
动于衷。

部门答复

就此情况，记者首先采访了建设
巷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她告诉记者，
该小区 2017 年夏天成立过业主委员
会，停车位和门禁系统都是业主委员
会的成员安装的，去年小区居民和业
主委员会产生了一些矛盾，因此今年
5 月业主委员会就不再管理小区了，
无人管理后，门禁系统也被破坏，车辆
随意出入。随后，记者采访了小桥街
道办事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
的工作人员，他说，小区空地属于公共
空间，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擅自占用，
根据相关规定，安装了地锁的居民应
该限期拆除，8月14日，他们会去现场
查看，将对还未自行拆除的地锁进行
强制拆除。 记者 史益竹

近日，海湖新区
万 达 华 府 、世 通 国
际、刘家寨等小区的
居民致电本报百姓热线反映，海湖新
区北城7区广场是供居民休闲娱乐的
场所，已经持续多年了，不知怎么回
事，最近一段时间，每到晚上总有一
个商户在广场上经营碰碰车娱乐项
目，跳舞的居民需要绕着碰碰车走，

显得非常混乱。居民们多次交涉无
果的情况下便求助晚报，希望有关部
门出面协调一下。

据了解，海湖新区北城 7 区广场
有 5000 多平方米，是举办活动、供居
民们休闲娱乐的场所，不允许进行任
何商业经营。近段时间，北城7区把
广场西侧一个小广场租给一商户搞
碰碰车经营活动。为了规范这位商

户的行为，8 月初，
北城 7 区与他签订
了协议，划定广场

西侧为其经营区域，商户如今的行为
属于超区域经营。

就此，海湖新区北城 7 区相关负
责人说，为了还居民们休闲娱乐的地
方，8月13日，他们已责令碰碰车商户
进行整改，并重申了协议中规定的经
营区域，晚上还将派人到现场进行检
查，进一步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

记者 曙光

@爱就一个字：原房屋搬迁需在外租房居住，因家
中经济收入不高，想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房租，
听说个人名下有房产的不能申请住房公积金来支付房
租，是否真有这样的规定？

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科工作人员答复：
这种情况确实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根据《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且本人
及配偶（包含单身职工）名下没有房产，并确实租房居住的，可
每年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一次。申请提取住房公积
金支付房租需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原件；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
《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申请表》原件；租住房屋的详细地址及房
主姓名、联系方式；个人银行账户。申请人带上述相关资料到
中心进行核查，核查通过后，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
租。提取金额参照《青海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当地房屋的平均租金水平等
确定，每年最高可以提取9180元。

十四中附近绿道内的自行
车道上路灯被毁，灯杆、灯头扔
在路边上，市民希望相关部门
能进行处理。 微友 知音 摄

车辆故障
来电 王女士反映：12 日上午

10点10分左右，在北小街公交站等
往东行驶的83路公交车，等了半个
多小时都没有等到，给出行带来不
便。

反馈 西宁公交集团运营服务

部工作人员答复：经了解，9点后按
照平峰时段的发车间隔，83路公交
车每15分钟发一班，一辆正在运营
的 83 路公交车在五一路口出现了
故障，影响到了整条线路运行时
间，导致市民候车时间过长。

晓峰

尽快办理
来电 杨女士反映：去年，她从

青海雪峰牦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辞职后，由于原单位没有向社保局
提交一份失业保险减员名单，致使
现单位给她办理的失业保险交不

了。
反馈 青海雪峰牦牛乳业有限

责任公司工作人员答复：已向单位
专管人员反馈杨女士的情况，尽快
到社保局办理手续，争取本周三之
内办好。 曙光

需有合法手续
张先生来电询问：他以前是事

业单位职工，后来辞职自己做生意，
并按照灵活就业人员按时缴纳养老
保险。办理退休时，原来在事业单
位工作的工龄会计入养老保险吗？

市人社局养老保险处工作人员
答复：当初从单位辞职时，只要办理
了真实、合法的辞职手续，在事业单
位工作的年限会视同为缴费年限，
退休时会一并计算养老保险金。

晓峰

不能贷款
钱女士来电询问:她想贷款买

一间商铺,能不能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答复:住房公积金只能用于住房
贷款,买商铺不能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 建文

入学有条件
张先生来电询问：他孩子是贵

南县户口，在城东区买了房子，户主
是孩子本人，这种情况能正常在西
宁入学吗？

市教育局小教处工作人员答
复：流动人员子女入学，需提供居住
证（满一年）、房产证、监护人务工的
需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务合
同、监护人经商的需提供工商营业
执照（满一年），只有房产不能入
学。

史益竹

小区一夜间冒出30多个地锁

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碰碰车占据广场居民求助热线

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公积金支付房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