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楼管道损坏 五楼屋顶漏水

维修费谁出存在争议，物业、律师建议协商解决

晨报讯（记者 张小娜）“昨天

下午， 我在柳江路附近的一家养鸡

场买了 20多元钱的鸡蛋， 我以前没

买过鸡蛋，回来之后，妻子说那鸡蛋

不太正常， 于是我今天早上一大早

又到养鸡场去换鸡蛋，谁知道，他们

怎么也不肯换。 ”3 月 18 日上午，兰

苑社区居民毛先生向记者反映。

据毛先生介绍，3 月 17 日下午

他到南部片区游玩， 路过一个养鸡

场便进去看了看， 那里的鸡蛋竟然

只有 1.4 元一斤，比菜市场和超市里

的鸡蛋要便宜不少。 他便想回家拿

个箱子，再过来买鸡蛋。下午 6时许，

他骑自行车到那个鸡场买了 20多元

钱的鸡蛋。 当时他看到鸡蛋有些不

正常，大小不一、表面粗糙、皮特别

薄，还有的鸡蛋带个尖，没有经验的

毛先生以为那是笨鸡蛋， 就没有在

意。 回到家，毛先生的妻子一看说鸡

蛋不太正常，不敢吃，让他拿回去换

换。 3月 18日一大早，毛先生到鸡场

换鸡蛋，谁知道，鸡场的老板说那是

毛先生自己挑的鸡蛋，不换。

关于鸡蛋出现大小不一、 表面

粗糙和蛋皮比较薄的原因，20 日上

午， 记者采访了淇滨区长江路大辛

庄的养殖户王振孟，他表示，这种鸡

蛋很可能是因为母鸡的体质弱，营

养不足造成的，但并不影响食用。

目前， 毛先生已经将此事反映

到了钜桥工商所， 工商所工作人员

正在积极协调解决此事。

付玉环，请领失物

市民郭女士来电： 1 8 日

她在新区捡到一个袋子，里

面有医保卡、身份证等证件，

身份证上显示的名字为付玉

环， 希望付玉环或其亲友看

到消息后， 到本报编辑部领

取失物。 晨报记者 张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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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证期满未换，

能否申请延期？

市民张先生昨日来电：

他儿子在湖北服兵役， 儿子

的驾驶证是在郑州考的，现

在驾驶证期满了但儿子没时

间回来换证，能否申请延期，

如果能，能否在鹤壁申请？

张先生， 记者帮您咨询

了市车管所。工作人员表示，

驾驶人因服兵役等原因，无

法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驾驶证

期满换证的，可申请延期，但

要向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

部门申请延期办理。 申请时

要填写申请表， 提交驾驶人

的身份证明、 驾驶证和延期

事由证明。 晨报记者 秦颖

房贷未还完，

房子能否转卖？

山城区杨女士昨日来

电：她想买朋友的一套房子，

但该房的房产证还未办下

来， 目前她朋友已还了 3 年

贷款，还剩十几年还贷时间，

杨女士该如何办理手续？

杨女士， 记者帮您咨询

了市房产管理中心市场交易

管理处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按正常

程序办理房屋转卖手续的

话，您的朋友要先还清房贷，

因为房贷未偿还完前， 房子

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作

抵押； 您的朋友还要取得房

产证， 这样房子才能进行再

次买卖， 否则私自交易不受

法律保护。 晨报记者 王帅

今天春分， 白天阴转多

云， 偏北风 4 级左右， 温度

4℃到 10℃。 夜里到明天多

云。 预计本周我市基本无降

水，以多云天气为主，周前期

受冷空气影响气温较低，周

中后期气温缓慢回升， 周平

均气温 6℃至 7℃，周内极端

最低气温在 0℃左右。

今天我市各气象指数：

紫外线指数：二级，辐射

强度弱， 可以适当采取防护

措施

晾晒指数：二级，阴天，

可以晾晒

感冒指数：二级，体质特

别弱者应注意

人体舒适度：早晚七，感

觉冷；中午六，感觉较冷

晨练指数：二级，气象条

件很好，适宜外出晨练

空气质量：二级，良

更多天气资讯， 请拨打

12121。

晨报讯（记者 渠稳）近段时间，街头崩爆米花

的摊点越来越多。 3 月 20 日，新区学府花苑居民李

女士向记者反映，有的小贩崩爆米花时，往大米里

添加滑石粉，“滑石粉对身体有害吗？ 能随便往食物

里添加吗？ ”李女士对此表示担忧。

3月 20 日，记者在新区泰山路与淮河路交叉口

附近找到一个流动爆米花摊点，顾客已经排起了长

队。 只见爆米花师傅打开炉子，把大米倒进去，然后

又加入了一些白色粉末状的东西。“师傅，你往里面

加的是啥？ ”记者问。“这是食用滑石粉，少量食用对

人体没有危害的。 ”那位师傅说。

记者了解到，不少崩爆米花的小贩往大米里加

滑石粉，滑石粉对人体真的没有危害吗？ 记者咨询

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医生表示，往大米里添

加滑石粉，是为了让大米膨胀，而且崩出来的爆米

花会发白，看起来好看，食用少量滑石粉对身体影

响不大，但常吃含滑石粉的食物容易致癌。

（线索提供：张星辰）

晨报讯（见习记者 徐广静）17 日，福田二区居

民马女士拨打本报热线向记者反映，她家客厅上方

的屋顶一直渗水，现在天花板湿了一大片，水滴一

直往下滴。

18 日上午，记者来到马女士家，在客厅上方的

屋顶处，确实有 0.5 平方米左右的湿水印，记者能清

楚地看到渗出来的水。 据马女士讲，她 2007年搬进

福田二区，2009 年， 房屋就漏过一次，“当时的情况

比现在严重多了，屋顶和墙上都往外渗水，当时我

们马上找了物业公司，物业说是六楼的暖气管道漏

水，之后把六楼住户家的地板撬开，维修了暖气管

道，我家这才不漏水了。 没想到现在屋顶又漏水了，

我再找物业公司， 物业工作人员说他们不管了，让

我们两家协商解决。 ”马女士表示，是楼上住户家的

暖气管道坏了导致她家屋顶漏水， 物业却不管，这

种态度她不能接受。

随后，记者联系了福田二区的物业公司，一位

姓张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马女士家的屋顶漏水，

是六楼住户家的暖气管道破裂造成的，马女士可以

要求六楼住户修复管道。 因为马女士家和六楼住户

的房子都过了保修期，所以物业不能继续承担维修

费用，他们可以找人维修暖气管道，但费用问题需

要马女士和六楼住户协商。

对此，马女士楼上的住户表示，他可以为维修

提供方便，同意维修人员撬开他家的地板维修暖气

管道，但关于维修费用，他拒绝参与协商，他认为暖

气管道漏水不是他的责任，不应该由他负责维修费

用。

河南省明星律师事务所的李诚君律师认为，从

法律方面来讲，马女士可以要求六楼住户及时修复

暖气管道，避免对自己家继续造成不良影响，如果

六楼住户对房子质量有怀疑，可以跟物业和开发商

交涉。 李律师同时表示，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几方

应该就屋顶漏水的问题一起协商解决。

晨报讯（记者 秦颖）春季是皮炎、湿疹、荨麻

疹等皮肤病的高发季节，近日记者从市第一人民医

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段时间到医院就诊的皮肤病患

者明显增多。 皮肤科医生郝红杰特别指出，春天属

于光过敏的高发期，因为春天风沙比较大，皮肤敏

感的人要特别注意防护。

“入春以来温度不高，阳光也不强烈，我出门就

没用隔离霜或防晒霜，谁知一不留心，皮肤就过敏

了，以后可要注意了。 ”市民李女士前两天照镜子，

突然发现脖子后面出现红斑，眼角还有一些褐色斑

点，在家休息了两天没有好转，她就到皮肤科检查，

一检查才知道自己患了急性面部皮疹。

“进入 3 月份以来，不断有过敏性皮炎患者前

来就医。 因为冬天气温低、皮肤干燥，春节气温上升

后，皮肤油脂分泌增多，容易过敏。 出门前最好选择

适合敏感肌肤的防晒护肤品，过敏体质的人要多吃

维生素丰富的食物，以增强机体免疫能力，同时注

意运动，增强抵抗力。 ”郝红杰医生表示，春季是病

毒感染性疾病高发的季节，建议市民最好少去人群

密集的公共场所，幼儿也要及时接种疫苗。

为给顾客找零

他可费了不少劲

没有找零顾客已离开柜台

营业员多次联系主动还钱

晨报讯（记者 张小娜 实习生

白雨涛）“谢谢好心营业员白翔，为了

给我找零，他多次主动和我联系。 ”3

月 19日，新区市民黄翔告诉记者，他

在新区淇滨大道邮政大楼一楼营业

厅办理特快专递时，营业员还没找零

他就匆匆离开，营业员白翔多次主动

联系并返还零钱。

据黄翔介绍，18 日下午 5 时许，

因为公司急需将一份特快专递发走，

他急匆匆赶往邮局。到了新区淇滨大

道邮政大楼一楼营业厅，他见工作人

员正忙着结算、打包。 为了让自己的

文件能在当天发走，他和营业员说明

了情况， 营业员同意马上给他办理。

办完业务后， 黄翔就匆匆离开了，等

营业员白翔给他打电话时，他才想起

对方还没有找零。

“因为已到下班时间，我在忙着

发货、结算，为了确保顾客能及时发

送邮件，我放下手中的工作给顾客办

理业务。 ”白翔说，一份特快专递是

23 元，顾客拿出 100 元现金，办理好

业务后，他去旁边柜台取零钱，回头

一看，顾客竟离开了。

白翔立即找到特快专递单子的

联系电话，和黄翔联系，并约好第二

天上午把零钱找给顾客。 第二天，黄

翔临时有事未能准时出现，白翔又多

次打电话给黄翔。

“虽然钱不多，但我们不能占顾

客的便宜。 ”白翔说，“至于及时联系

顾客主动还钱， 这是我应该做的，如

果再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还会这么

做。 ”

爆米花里加滑石粉

吃了对身体有害吗？

医生：少量食用影响不大，经常食用或致癌

婚礼现场收到治不孕不育传单

春季过敏性皮炎患者增多

这鸡蛋不太正常

不敢吃也退不了

晨报讯（记者 渠稳）3 月 19 日是

赵先生和刘女士大喜的日子，可在婚礼

现场却发生了一件让这对新人及其亲

友很不愉快的事情：有人在婚礼现场散

发治疗不孕不育的宣传单，“竟然在婚

礼现场收到这种治疗不孕不育的宣传

页，弄得我们心情很不好！ ”3月 20日，

赵先生的姐姐赵女士给记者打来电话

反映。

据赵女士讲，他们住在新区福源小

区，为了得到邻居们的祝福，弟弟在小

区单元楼前举办了结婚仪式，“现场来

了很多亲朋好友，大家都在高高兴兴地

看新郎和新娘的婚礼，一个学生模样的

女孩挤了进来， 挨个给现场的人发传

单。刚开始我也没注意传单的内容是什

么，在朋友的提醒下，我看了一下传单，

那竟然是某医院治疗不孕不育的广告。

我非常生气，让发传单的女孩立即停止

发放传单。 ”

“家人都希望这对新人能早生贵

子。 如果是发其他内容的传单也就算

了，可是在结婚现场散发关于治疗不孕

不育的传单多不好啊，这不是给新人添

堵吗？ ”赵女士说。（线索提供：张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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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生买的鸡蛋。

晨报记者 张小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