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莫青）8
月 26 日，本报刊登《60 岁以
上的老人均可“入托”》一文
后， 省城市民周女士致电本
报 96369 新闻热线反映了她
家老人的困难， 并希望得到
帮助。

周女士的父亲患有轻
微老年痴呆症，由于子女都
有工作， 父亲由母亲看护。
“有时候， 母亲出去买菜买
药， 很不放心在家的父亲，
怕他走丢或是出什么意外。
今年，社区成立了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母亲外出有事
时，能否把父亲领到照料中
心，请工作人员看护？ ”周女
士说。

8 月 29 日， 在西宁市
民政局的帮助协调下，城中
区南川东路龙泰社区相关
负责人来到周女士家了解
情况，得知周女士的父亲曾
走丢过后，社区工作人员犯

了愁：“目前，日间照料中心
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工作人
员紧缺，各项配套设施正在
完善，社区内的老人可以来
中心活动娱乐，但是这样一
位特殊的老人，我们还从来
没有接收过，也害怕出现走
丢或者其他意外。 ”

考虑到周女士家的特
殊情况，龙泰社区相关负责
人张玲表示，周女士的母亲
外出买菜短时间内可以回
来的情况下，可以将患病的
父亲送到日间照料中心，由
工作人员免费看护， 但是，
要想长时间看护，可能还无
法实现。随着日间照料中心
的逐步完善，社区会第一时
间 为 这
位 特 殊
的 老 人
提 供 特
殊 的 帮
助。

《60 岁以上的老人均可“入托”》一文追踪

特殊老人获得特殊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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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程程

“秀水北路问题实在多，
我们住在这里很闹心……”
连日来， 本报96369新闻热线
接到不少省城市民反映称 ，
位于秀水北路附近的小区风
景倒是不错， 但门前存在的
问题实在是大煞风景。

问题一： 路口垃圾箱
成了 “焚烧炉”

8月29日， 记者来到秀水
北路。 向内走了大约五分钟
之后， 一股浓烟正从路口边
摆放着的一个垃圾箱口处 ，
不断向外冒出。 空气中散发
着塑料燃烧的臭味， 过路的
行人都纷纷捂住口鼻， 匆匆
走过。 李女士家就住在垃圾
箱对面的小区， 她告诉记者，
垃圾箱里的垃圾几乎每天都
会焚烧， 她住在附近， 早上
连窗户都不敢开。

“你看， 这垃圾箱摆在
路口， 多占地。 这里面的小
区又多， 进进出出的车辆也
多， 住户从车辆和垃圾箱旁
边挤着走 ， 多危险 。” 一位
市民说。

问题二： 一下雨马路
成 “河道”

“只要一下雨 ， 路面上
全是积水， 希望你们能帮忙
反映 。” 市民王先生说 ， 他
经常要路过秀水北路， 一到
下雨天 ， 路面积水特别严
重， 有好几口井还不断向外
冒着脏水， 严重影响附近居
民的正常出行。

沿着秀水北路， 记者一
路向西走。 虽然当日天已放
晴， 但马路上到处都是浑浊
的积水， 坑坑洼洼的路面上
还堆积着不少因大雨而被冲

刷下来的泥土 。 记者注意
到 ， 汽车 、 摩托车等经过
时 ， 路面的积水就会掀起
“浪花 ”， 溅向路边的行人 ；
对于步行的人来说， 尽管他
们很小心， 踮着脚行走， 但
还是有不少人打湿了裤脚 。
记者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后 ，
在马路上发现， 一股水流正
从一口雨水井内向外不断流
出， 马路一边成了污水的聚
集地， 空气中还飘散着一股
难闻的味道。

问题三： 马路上暗藏
多个 “黑洞”

一路上， 除了市民反映
的问题外， 记者还发现秀水
北路有不少井盖遭到不同程
度的破坏。 有的井盖早已被
弄坏， 剩下钢筋和部分水泥
块； 有的井盖直接不见了踪

影 ； 有的井盖横插在井口
处。

“这个地方就这么敞着
口 ， 对行人和车辆都不安
全。 尤其是晚上， 有时候开
车根本没注意这个坑， 前轱
辘一下就掉进去了 。” 附近
居民唐先生告诉记者 ， 每
从这儿路过他都觉得不放
心 ， “马路陷阱 ” 太多了 。
唐先生说 ， 这条路上的窨
井盖是被货车轧坏的 ， 相
关部门也来修补了好多次 ，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 ， 又被
轧坏了 。 这种情况已经持
续很长时间了 ， 让周围居
民苦不堪言。

24小时新闻热线

最高优惠 4500 元 五菱汽车“特价风暴”强袭全国
史上最低价 2.78 万元五菱之光开回家！

２０13年 9月 2日 星期一城事·青海 A5
责编 马国玲 值班主任 冶永刚
校对 冰 丹 电话押96369

《市民希望古树受到保护》一文追踪

市民三问海晏路古树保护

本报讯（记者 祁晓军）8
月 30 日 ，本报刊发的 《市民
希望古树受到保护》 引发关
注，不少市民致电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 提供自己身边未
被列入古树名单的信息 ，希
望古树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
园林部门回应， 会尽快调查
和评估树木情况， 以便开展
下一步工作。

古树：“身躯”能否包装？

“海晏路华美整形医院门
口，有几棵古树树干上包了塑
料纸，会不会影响树的生长？ ”
8 月 30 日， 市民白女士看到
本报报道后，发现自己家附近
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建议有关

部门采取措施保护这些古树。
据这条街道的老住户徐女士
介绍，三十年前这些树木就被
栽种， 这对她来讲是她成长
最好的见证。 园林部门相关
负责人回应， 近期会抓紧时
间组织人员对这些树木进行
调查和评估， 同时加大海晏
路古树的保护力度。

从经济角度看， 古树名
木是旅游的重要资源。 保护
一株古树名木， 就是保存一
部自然与社会发展史， 就是
保存一件珍贵、 古老的历史
文物， 就是保护一座优良种
源基因库， 也是保护一种人
文和自然景观， 保护人类赖
以生存的环境， 古树名木因

其不可替代性、 不
可重复性、 不可再
生性等特殊因素 ，
使得抢救、 保护古
树名木成为了社会
义不容辞的责任。

古树：能否“搬
家”移栽？

“枝繁叶 茂的
古树遮挡了视线 ，
给行人和车辆出行
带来了困扰 。 ” 市
民马先生说 。 8月
30日19时许， 正值
下班高峰时段， 记
者在海晏路附近看
到， 为避免撞到一
棵 位 于 路 边 的 古
树， 过往的车辆或
减速或绕行， 无不
小心翼翼。 还有不
少市民纷纷提供自
己身边的古树挡道

的信息， 说这些树也该 “搬
家” 了。 随后， 记者向有关
部门反映， 据园林工作人员
介绍， 移栽古树在技术上难
以实行 ， 不利于保护古树 。
古树就像老年人， 生长势头
已经越来越弱， 在 “垂暮之
年 ” 移栽相当于经受一场
“大手术”。 实际上， 树干越
粗、 树龄越老、 价值越大的
古树成活率越低。

目前， 西宁市有古树名
木208株 ， 其中古树180株 、
名木28株。 分布在市辖三县
的有156株 ， 主要分布在街
头、 单位庭院、 农村居民院
落及个别村庄。 其中可列入
国家一级保护的古树有4株，

二级保护的17株， 三级保护
的 159株 。 根据有关规定 ，
古树名木是国家重点保护对
象， 严禁砍伐、 移栽， 防止
人为和自然损害， 违者将追
究其法律责任。

古树：能否继续生存下去？

“看到海晏路古树的近
况 ， 我担心再过几年它们
能否继续生存下去 。” 市民
赵 女 士 说 。 8月 30日 20时
许 ， 记者在海晏路看到了
一 棵 古 树 早 已 经 被 锯 断 ，
上 面 缠 绕 着 细 细 的 铁 丝 ，
但这棵古树仍然孤单地矗
立在路边。

古树能得到妥善保护而
存活下来吗？ 8月30日， 记
者采访了西宁市园林绿化管
理处。 据负责人介绍， 古树
正好位于道路两边， 目前他
们尚未对古树所在的位置开
展调查， 考虑到古树四周的
交通， 他们要请专业人士对
这株古树进行相关勘查鉴
定， 如果发现这株古树并非
名贵珍稀树种， 经济和保护
价值都较低， 他们会根据相
关规定处理 。 这名负责人
还告诉记者， 古树能否继续
存活是一个长期开展的工
作， 目前只能在现有条件下
对古树开展保护工作， 保持
其生存现状。

夏日的余威犹存，五菱汽
车掀起的“特价风暴”又开始
强袭全国。一向价格坚挺的五
菱宏光也打起了价格惊喜牌，
五菱宏光 1.2L 基本型最高
43800 元， 五菱宏光 1.4/1.5L
基本型最高 46800 元。

同时，五菱之光立业型优
惠至 27800 元，五菱之光基本
型优惠至 30000 元。参加活动

的车型最高优惠达 4500 元。
在这个夏日， 五菱汽车以

钜惠的方式给广大用户带来了
更多惊喜， 此次特价活动的时
间从 2013 年 8 月 29 日开始，
上汽通用五菱全国各销售服务
店都参加此次促销活动。 根据
各地不同的情况，经销商在“特
价风暴” 的基础上还将推出各
自更大幅度的优惠活动。

特价活动的车型，也是上
汽通用五菱久经市场考验、深
受用户欢迎的主力产品。五菱
之光被誉为“地球上最重要的
一款车”，上市 11 年来市场保
有量远超 410 万辆。五菱宏光
更是被誉为“神车”,上市 3 年
来,开辟了“紧凑型商务车”细
分市场，赢取了近 80 万用户。

特价活动的推行，也体现

了上汽通用五菱一贯关注用
户、 回馈用户的企业风格，也
是继今年五菱之光 2013 款、
五菱宏光 S 等新品上市后，给
广大用户带来的新惊喜。作为
最懂中国用户的企业，上汽通
用五菱未来将继续全心服务
好用户，让人们以优惠的价格
享受到五菱汽车带来的幸福
体验。

手机上网流量
凭啥超出收费 剩余作废

本报讯（记者 倪晓颖）
“为什么手机上网超过的流
量要收费，而没用完的流量
却不累计？ ”随着智能手机
的逐渐普及，手机流量费成
了“开门七件事”外的新开
销。

省城市民丁慧是一名
白领，每个月手机话费都在
百余元，除了套餐里含有的
300兆上网流量， 每个月还
另花 30 元钱包流量。 但是，
由于每个月上网的时长不
确定，丁慧的手机上网流量
有的时候用不掉、有的时候
不够用， 这让丁慧很郁闷。
而跟丁慧有同样感受的，不
止一人。

“现在用手机上网 ，临
近月底常接到短信通知说，
流量不多请及时购买。买了
之后没多久进入下一个月
的计算周期，上个月剩余多
少不知道、也不能再用。 为
什么超出的流量要收费，没
用完的流量却不累计？ ”省
城市民王芳郁闷地 “吐
槽”。类似的质疑，最近也成
为网络热点。

不少到营业厅办理套
餐业务的消费者，也表示了
同样的质疑 ： “到移动 、联
通、电信办套餐，都要按照
年度签订合同，并且支付一
定预付款。那为什么计算流
量就必须按照月份呢，这不
是霸王条款吗？ ”

就这种质疑， 移动、联
通和电信公司的客服电话
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中国电信的“10000”号
客服人员表示，按照签订合
同时候的约定，套餐的流量
计算方式就是按月的，消费
者应该是明知的 ， 具体内
容、优惠、计算规则都写在
合同里。

中国联通“10010”的客

服人员对此则表示，这种规
定是经过电信局等主管部
门审批同意的，但具体内部
流程是什么，无法告知。 也
就是说，按其意思 ，只要程
序合法，就是有理的。

中国移动”10086“客服
人员表示，运营商推出的上
网流量套餐是一种设有使
用时限的优惠举措，一般有
多档，套餐内包含的上网流
量比非套餐来说要优惠很
多，其目的是为给客户提供
实惠和便捷。 客户按自身需
求自由选择合适套餐后，即
可在约定时间内使用套餐
所包含流量。 客户如果不想
使用套餐，也可以选择标准
资费，选择权属于客户。 上
网流量之所以在月底清零，
是因为消费者享受了套餐
优惠，而且这一做法也是行
业惯例。

青海海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哈成堂表示，多出的流
量收费，而多余流量按月作
废，这实际上是一种 “霸王
条款”， 这在垄断性国有企
业中屡见不鲜。 商品的定价
依据是什么， 成本是多少，
这都是不公开的。 由于是垄
断的 ， 消费者既没有知情
权，也没有选择权。

对于一些消费者的质
疑，有的运营商表示 ，无论
每月消费者有没有用完流
量 ， 电信公司的成本都一
样。 但到底要付出多少成
本，消费者不得而知。

尽管存在诸多不合理
的地方，但哈成堂表示 ，如
果 消 费 者 真 要 较 真 打 官
司，却是困难重重。 因为按
照法律规定 ， 谁主张谁举
证。 消费者难以掌握运营
商的经营成本等诸多相关
数据 ， 要法院认定其侵权
很难。

海晏中路的一棵古树被锯断，树干缠绕着电线。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