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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记者调查

社区拍客社区拍客

居民信箱 小区大事
和谐邻里和谐邻里

在建党 101 周年来临
之际，我市各社区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党的
生日。

6 月 28 日上午，西台
社区党委携手联点单位集
体过政治生日，分享工作
中的经验；6月29日，总寨
镇金十字社区党委组织下
设4个支部开展庆“七一”
主题党日活动，各支部分
别进行知识竞赛、红歌大
家唱、红色故事分享、趣味
运动等活动，一支部一特
色 庆 祝 党 的 101 周 年 华
诞；6月28日下午，南气象
巷社区党委组织辖区党员
群众开展喜迎“七一”系列
活动，“我志愿加入中国共
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新党
员们的入党誓词铿锵有
力，还表彰了21位党员及
志愿者，随后，在社区党员
干部的带领下，大家共同
歌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用激昂的歌声
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之
情…… 记者 一竹

近日，海南州干休所小区的住户向晚报社区记
者反映，他们小区物业擅自将院内的老年活动中心
出租出去，物业还未经业主同意在小区内施划了停
车位，住户们对此很不满，希望晚报予以关注。

陈女士说，他们小区之前是海南州干休所管
理，2020年年底进驻了物业公司。原先小区内有
一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平时院里的老人可以在里
面下棋、打牌、锻炼身体。可去年活动中心却被出
租了出去，里面堆满了货物，供老人休闲娱乐的场
所变成了仓库，大家对此很是不解。不仅如此，前
两天物业未经住户同意就在院子里施划停车位，
不仅占用了大家的活动空间，留出的消防通道也
不符合标准，遇到紧急情况救护车辆根本进不来，
住户们对物业公司的做法意见大。

6月28日，记者来到海南州干休所，看到小区内
共有三栋楼，一号楼前花坛北侧施划了停车位，留出
的通道太窄车辆无法正常通行，车辆一侧车轮压在
道牙石上才能勉强通过。小区内搭建有一个二层彩

钢房，门上挂有老干部活动中心的牌子，大门紧锁，透
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放满了汽车轮胎。刘先生说，
小区物业做什么决定从没有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先
是出租了活动中心，现在又擅自施划了停车位……

随后，记者从该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那里
了解到，由于彩钢房是临时建筑，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目前干休所正在将院内废弃的锅炉房改造成
活动中心，改造后场所更固定，设施更齐全，预计
近期就可投入使用。由于小区内车辆乱停乱放现
象比较严重，为了规范业主停车所以在小区内施
划了停车位，针对业主反映消防通道过窄的情况，
他们会考虑取消一号楼前的停车位。

就此，记者联系到北山社区，工作人员说，针
对居民反映的情况，他们会联系小区物业，督促其
与住户进行沟通协商，征求住户意见后，合理解决
消防通道的问题。

记者 毓洛

近日，家住湟中区土门关乡的李女
士致电晚报社区记者询问，她在家附近
捡到一个弃婴，现在想收养，但是不知
道怎么办理相关手续？

就此，记者采访了市民政局养老服
务与儿童福利科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说，公民发现弃婴后，要第一时间向社
区或村民委员会说明情况，或及时向当
地公安机关报警，不得自行收留和擅自
处理。所以，李女士必须先报警，随后
公安人员会以登报等方式寻找孩子的
亲生父母，如 60 天内没能找到孩子的
父母，孩子会被认定为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未成年人而交由市儿童福利院抚
养。市民如果想收养孩子必须符合法
律规定的相关条件，按法律程序办理收
养手续，而不是谁捡到孩子就由谁来收
养。

●收养孩子需要具备5个条件
根据《民法典》规定，收养孩子需要

具备5个条件：无子女或者只有1名子
女（除外：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
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未成年人）；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
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
当收养子女的疾病；无不利于被收养人
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年满 30 周
岁（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的，年龄差
40周岁以上，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
亲子女除外）。

●无子女家庭可收养2名子女
无子女家庭，收养人可以收养2名

子女；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收养1名子
女（除外：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
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未成年人）。

●具备条件方可办理收养手续
具备条件的收养人应当向收养登

记机关提交收养申请书和相关证件、证
明材料，收养登记机关收到收养登记申
请书及有关材料后会进行审查。符合
条件的开展评估，评估通过后为当事人
办理收养登记并发给收养登记证。收
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之后收养人
就可拿收养证到辖区所在地户籍科办
理户口登记等手续。 记者 俪臻

近日，一些市民致电晚报社区记者，反映大
通县娘娘山景区实施两种票价：西宁市身份证
的游客30元，大通县身份证的游客15元，这种
区别对待的做法，让西宁市民感到很不是滋味，
希望晚报予以关注。

市民反映
市民张先生说，上周日他和朋友一行七人

兴冲冲地驱车到大通县娘娘山景区去游玩。
购票时，他发现持有西宁市身份证的游客是一
张票 30 元，而持有大通县身份证的游客只需
15 元。虽说 30 元钱并不贵，但景区厚此薄彼
的做法扫了一行人的游兴。再说政府正在大
力提倡文化惠民，各旅游景点纷纷推出降票价
甚至免门票的优惠举措来促消费、优化营商环

境，娘娘山景区却实
行两种票价，大家都
认为此举不可取，希

望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记者调查
接反映后，记者详细地询问了张先生，确

认情况属实。记者随后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大
通县娘娘山景区是属地化管理，目前是由大通
县桥头镇桥发商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经
营。记者查看了县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提
供的相关文件，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娘娘山景区
门票价格：旺季（4 月 15 日-10 月 15 日）30 元/
人/次、淡季（10 月 16 日-翌年 4 月 14 日）15
元/人/次。在门票优惠政策一栏中写着：对 6
周岁（含6周岁）以下或身高1.2米（含1.2米）以
下的儿童凭证件实行免票；对持有当地（大通
县）居民身份证的人员、6周岁（不含6周岁）-
18 周岁（含 18 周岁）或身高 1.2 米（不含）-1.5
米（含）未成年人、60-69 周岁老年 人（含 60 周
岁）、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凭证件

实行半票；现役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70周岁
（含）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及宗教人士（道教）凭
证件实行免票。门票价格执行情况确实与市
民反映相符。

部门答复
就此，记者采访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发

展和改革局及桥头镇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县发
展和改革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当时相关部门制
定娘娘山景区票价优惠政策的初衷是考虑到让
当地老百姓享受到当地的福利，依托当地的资
源让群众享受家门口旅游的优惠。要调整娘娘
山景区的票价，首先需要县旅游主管部门提出
意图表达，然后依照程序进行调研和论证，最终
报市级价格部门核准方可实施。

6月30日，桥头镇镇政府何镇长表示，他们
正在研究娘娘山景区价格调整的问题，会尽快
拿出一个方案。 记者 楚楚

近日，城中区锦绣家园小区
居民向社区记者询问，他们小区
属于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的管辖
范围，但是园区内没有成立社区，
有时候居民们需要找社区办理一
些事情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
记者予以关注。

居民反映
张先生说，他是锦绣家园小

区居民，6月15日，他的妻子怀孕
满三个月，需要去医院建档，但是
没有社区，他不知该去哪里办理
准生证，炎炎夏日连着跑了几日
后，最后他联系到了清华路社区
代办了准生证。刘先生是碧桂园
小区居民，他说，几天前小区里有
个居民准备开店，在办理营业执
照的时候，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
作人员要求他到社区开一张证
明，但是没有社区给他开证明，开
店的事情只好被暂时搁置了。

记者调查
6 月 29 日，记者走访了南川

工业园区管委会内的锦绣家园、
圣缇湾小区、碧桂园、瑀珑大厦四
个小区，这四个小区的物业工作
人员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至今
还没有明确小区归哪个社区管
辖，几乎每周都有些不知情的居
民来物业要求开证明、办手续、咨
询问题，可他们提供不了居民需
要的帮助，有时候清华路社区会
帮居民们代办一些业务。

采访中，清华路社区工作人
员说，由于社区旁边就是圣缇湾
小区，因此，他们从 2018 年开始
就为圣缇湾小区的居民代办一些
紧急的业务，这两年南川工业园
区管委会内新盖了两三个小区，
入住率也逐渐变高，这些小区居
民们的业务他们也代管上了，无
形中增加了工作量，而且由于清
华路社区属于城中区，南川工业
园区和中区的一些惠民优惠政策
不一样，所以有些业务他们也办
不了。

部门答复
就此，记者采访了南川工业

园区管委会人社局的相关工作人
员，他说，去年3月份园区已经启
动成立社区的相关工作，但由于
种种原因耽搁了，经城中区政府
协调，暂时由清华路社区代办辖
区内四个小区居民的相关业务。
目前社区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将
成立庄和路社区、麟河路社区，两
个社区正在进行社会公开招聘社
区工作人员，届时这两个社区将
为南川工业园区的居民们提供服
务。 记者 一竹

捡到孩子不能擅自收养

景区票价厚此薄彼市民扫兴
南川工业园区南川工业园区

将成立两个新社区

物业施划车位影响通行居民不满

喜迎党的生日喜迎党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