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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定七夕

就要约你”相亲会报名即将截止

你，赶紧行动起来呀！
2018年8月

10日
星期五

时间：17日（下周五，七夕节当天）18:30
地点：清江浦区府前街道北京北路社区（北京北路97号，夕阳红广场南侧）

晚报讯 “我现在在淮安一所高
校工作，身高176厘米；我有一个同事
178厘米， 我俩都想报名这次的七夕
相亲会。 ”昨天，一位1990年出生的男
青年向记者介绍情况道。 晚报要举办
七夕相亲会的消息公布后，很多单身
青年在第一时间联系记者，要求参与
当天的活动。 他们中间有高校教师、
有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自主创
业的有为青年， 也有普通工作人员
……从报名时提供的信息来看，绝大
多数报名青年拥有高等以上学历，个
人素质良好。
本次相亲会的主题为“情定七
夕，就要约你”，活动地点为清江浦区
府前街道北京北路社区（北京北路97
号，夕阳红广场南侧），活动时间为17
日（下周五，七夕节当天）的18:30。 青
年男女们当天下班后就可以前往活

动地点， 过一个热闹
而有情的七夕佳节。
考虑到当天活动
时间的特殊性， 主办
方为活动参与者们准
备了水果和点心，还
设置了精彩纷呈的活
动内容：“一见钟情”、
“双雄并立”、“集体造
句”、“七夕赛诗”、“男
晚报公益相亲台
神女神”等环节，既契
微信二维码
合年轻人活泼爱交际
的特点， 又集合了眼
下大热的国学元素和
综艺色彩，相信你一定会在这次相亲
联系电话为13705238006， 可以电话
会中玩得开心、嗨得尽兴。
或短信，短信请直接发送“报名”二字
至记者手机。 再次提醒，不接受家长
目前报名工作还在进行中，但是
所剩名额已经有限了，单身的你们要
或他人代报名哦！
抓紧呀！ 报名要求本人与记者联系，
■社区记者 潘晓晔

小区水景为何变得煞风景？

关键在钱
专家：应有物业负责维护
开发商有义务留维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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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 本报做了
题为《小区水景，是煞风
景，还是真风景》的报道，
对市区多个小区的水景
进行了实地走访，文章一
出，反响很大。 见报后，家
住叶语世家小区的刘先
生给记者打来电话反映，
他所在的小区，水景也形
同虚设， 业主抱怨不断。
小区水景为什么会从美
景变得煞风景？ 到底该谁
维护？ 有没有监管部门？
就这一系列问题，记者日
前进行了走访。
■社区记者 伍树燕

据市规划局工作人员介
绍，小区内部的水景不在规
划部门出具的规划绿地 率
里。 对于小区内部的景观设
计，规划部门会提一些意见，
但整个方案主要看园林部门
的审查意见，最终由开发商
建成。
水景建成后，由谁管理？
市住建局物管处工作人员解
释，对于有物业服务的小区，
物业服务合同中，一般都包
括对小区内水景及设备的维
护，小区物业对水景负责。
如果水景水质太差，环
保部门是否行使监管职能？
市环保局相关工作人员 介
绍， 环保部门有对全市水体
等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
职责，但是主要监管河流、湖
泊等大的水系污染问题，“小
区内水景的污染，还是开发
商和物业的问题，需要及时
换水。 ”该工作人员说。
为什么小区里的水景会
越做越差，一位从事多年物
业工作的业内人士直言：“主
要还是钱的问题。 ”该业内

人士介绍， 开发商一开始为
了楼盘卖出高价， 愿意搞水
景。一旦房子卖完，没有开发
项目了， 开发商一般不会再
投钱，转而由物业来管理。这
样一来， 矛盾就在钱上了。
“现在能维持水景景观的，要
么是小区房子没卖完， 要么
是较大的开发商为了推动其
他新楼盘销售， 对样板小区
进行物业补贴， 保证水景正
常使用。没有开发商支持，成
本太高，光靠物业费，难。 ”
那维持小区水景的费用
到底怎么出？ 本报法律顾问
卞恒亮认为， 小区水景的日
常维护费用还应该从物业管
理费中出。 如果水景里的设
施老化、出现安全隐患，且维
修金额较大， 可以申请使用
公共维修基金。“
开发商建水
景时， 最终的花费都会体现
在业主的房价上， 所以开发
商应 该 对 其 水 景 后 期 的 污
染、损毁等行使义务。开发商
撤出小区时， 需预留一部分
费用给物业， 专门用于水景
维护。 ”卞恒亮说。

老人腿卡井盖里
热心人相助传温情
晚报讯 8日上午10点多，室外温度直
逼35℃，飞乐路上像往常一样繁忙，来往买
菜的市民络绎不绝。 一位拾荒的老太太抱
着满手的纸盒走在路上，突然脚下一滑，一
条腿卡进了飞乐路公厕附近的一个井盖
里，手上的纸盒飞得老远，人不能动弹。
此时， 清江浦区府前街道淮西社区工
作人员陈玉媚和孙舒一起， 在飞乐路附近
进行文明创建值守。 大约两分钟后，她们从
飞乐路的一条支巷出来， 一眼就看到了被
卡住的老太太。“
当时老太太双手趴在井盖
外面，一条腿在井盖里面，一直在哭喊。 ”陈
玉媚回忆说。 她和孙舒一起，三步并作两步
地跑到老太太跟前， 想要把人从井盖里抬
上来。 但因为老太太身子胖，担心用力拉人
会造成二次伤害，一时半会，她俩怎么也没
有把老太太救出来。“正着急，有路人上前
搭了把手，终于把人救出来。 ”老太太被救
出后，身体没什么大碍，收拾完纸盒，道了
个谢便离开了。
“救人就是争分夺秒，要第一时间，何
况外面那么热，人要是热出问题了怎么办？
创建文明城市要求我们市民，俭养德，善在
身。 遇到身处险境的人帮一把，应该是我们
具备的基本素质。 ”陈玉媚说。
■社区记者 伍树燕

知行研习社
走进清江街道上党课
晚报讯 8月7日下午， 清江浦区清江
街道办事处会议室里济济一堂， 一堂名为
“高质量发展 民生福祉的根本需要”的专
题党课火热开展。 街道、社区两级党员干部
和专题党课主讲人——
—市委讲师团教育处
处长陈壹一起，结合身边人、身边事，学习
领会淮安市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
专题党课上， 陈壹从中国传统文化为
切入口， 全面解读了市委七届七次全会关
于 《思想再解放 整装再出发 奋力开辟
淮安高质量发展新境界》的报告，阐释了高
质量发展核心是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关键
是改革引领、创新驱动，必然是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根本是惠及百姓、改善民生。“
民
生才是根本。 高质量发展，是民生福祉的根
本需要。 ”陈壹说。
现场，街道、社区两级党员干部对“高
质量发展”这一专题进行了热议。 清江街道
党工委政法委员朱人国说：“高质量发展，
对我个人的工作很有启发。 就街道政法工
作而言， 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网格化社会治理、小区
治理、综治规范化建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及司法行政‘四个全覆盖’等重点工作，
谋划新举措，提升新标尺，创造新业绩。 ”
据介绍， 本次党课由知行研习社和清
江街道党工委联合举办。 知行研习社是由
市委宣传部和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联合打造
的市、县、街道、社区四级联动的党、干、群
共学平台。 今后，研习社的讲师将进一步深
入基层，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方针政策及
时传递到千家万户。
■社区记者 伍树燕 通讯员 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