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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城东区民和路31号三
榆龙湖花园小区的居民致电本报百
姓热线，反映他们小区地下停车场好
多车位都安装了地锁，几个月从来没
有一辆车停放过，居民们很是不解。

居民反映居民反映

居民们说，他们小区有14栋住宅
楼，2000多户，已经入住好几年了，以
前在地下停车场停车，很快就能在距
离自家电梯口很近的位置找到车位，
三个月前，物业公司投入资金将地下
停车场打造成环氧地坪，安装了自动
感应门，整个地下停车场一下子变好
看了，变干净了，按理说这是物业为
居民办的好事，居民们不胜感激。谁
知，个别霸道的居民在离电梯口最佳

的停车泊位上安装了地锁，几个月来
停车泊位白白空着，从来没有停过一
辆车。居民王先生说，前几年刚搬来
的时候，地下停车位还十分富裕，可
是最近几年来小区的私家车数量迅
猛增加，停车成了令居民十分头痛的
问题，一到晚上，整个小区地下停车
场密密麻麻地停满了车，以前晚上十
一二点回来还能找到停车位，可现在
晚上9点多钟回来停车都困难，每天
看着空空的车位占着不让停，物业工
作人员也不出面制止，大家表示很气
愤。

记者调查记者调查

据了解，三榆龙湖花园小区地下
停车场有1000多个车位，地面禁止停

车，常住户有1700多户，200多个车位
已经卖出，买了停车位的居民每月交
60元卫生服务费，临时停车的居民每
月交230元停车费。这些安装了地锁
的车位已经卖给了居民，并不是物业
公司故意留存的。

物业答复物业答复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解释说，买了
车位的居民有优先选择的权利，作为
物业公司无法干涉业主在停车泊位安
装地锁。目前来看，小区规划的停车
位完全能够满足居民停车的需求，希
望居民理解支持物业工作。记者曙光

2日，晚报热线
接到市民来电，反
映生物园区纬五路
一处景观带里的数百棵丁香树突然
被挖走，这令附近居民感到十分不
解。

居民徐先生说，他是紫恒帝景小
区的住户，在小区的南门外、伟五路
的北侧有一处长约200多米宽约50米
景观带，三年前市政绿化部门在这里

面种满了
各种丁香
树。这几

年来丁香树枝叶茂盛，丁香花开得非
常漂亮，红，黄，紫，白色的花瓣芬芳
艳丽，成了周边居民最爱去游玩休闲
的地方之一。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
是本月1、2号连续两天这里来了十几
个人开始挖丁香树，一棵一棵从土里
刨出来然后运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了。大家问了一下挖树的人，他们说
是领导让挖的，原因是开发商要在这
块地上盖楼。居民对此不解也有点

伤心，从此这么好的
一个丁香园就消失
了，那当初为什么要

在这里栽种呢？
据此，记者采访了生物园区管委

会的相关负责人。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一块地原本的性质就是建设用地，
在未规划之前为了减少扬尘污染也
为了美化环境就栽种了300多棵丁香
树。现在，这里要实施开发规划，所
以树木就需要移走了。不过居民不
必担忧丁香树的去向，它们会被妥善
移植在辖区的苗圃里。 记者楚楚

学府巷内路边绿化带内的一棵树歪斜,
树根都被拔起,没有人管理。

微友 王俊辰 摄

@老甘：他今年25岁了，从高校毕业后一直处于
失业状态，如何申请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作人员：申领范围
为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实现灵活就
业，以及创办领办农牧民合作社的大中专毕业生，在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就业登记的人员。

主要包括：1.距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2.由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家庭成员；3.有劳动能
力的残疾人；4.毕业后未实现首次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5.
退役军人；6.由相关部门认定的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

申报材料：1.公共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核实《就业创业证》
（不再提供原件及复印件）；2.养老、医疗保险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2份；3.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各2份（户口簿首页及本人
页）、小二寸照片3张；4.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5.低保家庭需提供低保证、退役军人需提供退
伍证、残疾人需提供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6.银行卡复印件
2份，复印件上标注姓名及卡号。

可以提取
郑先生来电询问：他全额付

款购买了一套房子，最近家里急
用钱想提取住房公积金，这种情
况他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吗？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答复：可以提取，购买人
持购房的备案合同、交房款的发
票及身份证原件到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办理提取手续。 建文

12月4日开始报名
张女士来电询问：她想参加明

年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不知什
么时候开始报名？

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答复：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定于 2020 年 5 月 16 日-18 日举
行，凡符合原卫生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印发的《护士执业资格
考试办法》中报名条件的人员，均
可报名参加考试。考试报名包括

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
段。2019年12月4日-2020年1月
18日,考生可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
(www.21wecan.com)进行网上预报
名；现场确认工作在2019年12月5
日-2019 年 12 月 20 日期间进行。
2020 年 4 月 28 日-5 月 18 日，考生
可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打印准考
证。具体事宜请登录青海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ww.qh-
wst.gov.cn)查询。 曙光

先办挂失
陈女士来电询问：她孩子的学

生卡不慎丢失了，应如何进行补
办？

西宁智能一卡通公司工作人
员答复：先带孩子的户口簿到充值
网点办理挂失，挂失4天后再带户
口簿到挂失网点补办新卡。建文

拨打服务电话
张女士来电询问：刚刚购买

的天然气无法充值到家里的燃
气表里，应如何处理？

西宁中油燃气公司综合管
理部工作人员答复：用户可直接
拨打燃气服务电话，先由工作人
员上门对燃气表进行查验，根据
查验结果会详细告知用户如何
处理。 史益竹

安装地锁浪费车位居民困惑

到明年3月底
王先生来电询问：他在外地

孩子那里居住，明年初才能回西
宁，2020年度的居民医保缴费截
止到什么时候？

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答复：
2020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缴费时间为2019年9月1
日至2020年3月31日。2019年9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参
保缴费的，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享受医保待遇；2020年1月1日至
2020年3月31日参保缴费的，自
参保缴费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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