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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飞线充电引发火灾》后续

电动车车主 被行拘 10 天

12 月 1 日晚上
日晚上，
，旺旺家缘小区一楼道发生火灾
旺旺家缘小区一楼道发生火灾。
。
本报讯 （记者 刘亚杰） 12
月 1 日晚上，经济技术开发区燕
山路与湘江路交叉口附近的旺
旺家缘小区发生一场火灾，三
辆电动车和一辆自行车被烧
毁。失火原因是小区居民私拉
电线为电动车充电 （详见本报
12 月 3 日 03 版）。12 月 6 日，记
者获悉，我市消防部门对该小
区物业管理单位实施行政处
罚。同时，公安部门对私拉电
线为电动车充电导致火灾的车
主，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
记者了解到，这是我市因
私拉电线为电动车充电导致火
灾的第一例行政处罚。
“当时我们接到报警电话
后，迅速赶往现场。由于小区

消防部门提供

门口较窄，消防车进入困难，
我们的指挥员立即带领战斗员
徒步几百米跑至起火地点，到
场后发现一楼楼道处三辆电动
车一辆自行车正在猛烈燃烧，
火势较大，整栋楼充满浓烟。”
12 月 6 日，市消防支队开发区大
队防火参谋张浩告诉记者。
回忆起救火过程，张浩
说：“当时我们珠江路中队的指
导员一边组织人员在下边喊
话，让楼上的居民关好门窗，
切勿下楼，另一边带领两名战
斗员进入楼道把着火的电动车
抬出，然后带领战斗员沿楼梯
进入，逐层打开楼梯间窗户进
行排烟。当时那个楼道大概有
十几个人，有老人也有孩子。

其中，这名被行政拘留的电动
车车主家住二楼。她当时一人
在家，也被困。如果没有及时
灭火，可能她自己也会受伤，
甚至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张浩告诉记者，在对电动
车车主进行处罚的过程中，她
积极配合，愿意接受处罚，并
表示有了这次教训之后，以后
再也不在楼道里充电了，同时
也让其他居民引以为戒。
张浩还提醒大家，小区住
户在楼道内为电动车充电容易
引起火灾。同时，电动车燃烧
产生浓烟极易致人受伤，充电
引起火灾也将被追究法律责
任。小区物业要尽到管理宣传
教育义务，不作为产生严重后
果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记者了解到，我国消防法
第 64 条 规 定 ，“ 过 失 引 起 火 灾
的”，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
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轻微
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
款。12 月 6 日下午，电动车车主
被送至市拘留所执行 10 日行政
拘留。

——河南体彩中心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律师：
可向社居委反映或报警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请你们记者来俺们这个小
区看看吧，楼下的足浴店每天
晚上半夜时分来回移动木桶等
传出来的噪音，弄得俺全家人
心神不宁，7 个月大的婴儿经常
在半夜里被惊醒。”12 月 5 日，
记者接到家住市区天鹅湖小区
的宁先生的电话。
12 月 5 日，记者来到宁先生
家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居民】
楼下噪音大 婴儿被吵醒

资料图片
好几次话了。
宁先生的母亲王女士告诉
记者，有一天晚上，全家人刚
刚把婴儿哄睡着，楼下就传来
一阵刺耳的噪音，把婴儿一下
子惊醒了。5 岁多的孙子也跟着
惊醒了，全家人顿时变得十分
烦躁。
“我也找过他们店老板了，
对方说下次注意，结果还是有
噪音。”宁先生告诉记者，一到
夏天，他们家楼下的足浴店经
常忙到凌晨，有些人说话声音
很大。有的时候遇见个喝醉
的，会闹得更久更厉害。
“我们也给物业说过，物业
经理说这事他们管不了。”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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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无碍 携手同行 关爱脑瘫儿童

楼下门店噪音大 楼上居民夜难眠

宁先生家在二楼，所在的
楼是栋临街楼。12 月 5 日晚上，
记者在宁先生所在的单元楼看
到，楼下有好几家足浴店、美
容店。
“每天晚上 11 点，楼下足浴
店的生意就开始红火起来，店
员不时移动木桶一类的东西，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出刺耳的
声音。”宁先生告诉记者，他家
里有一个 7 个月大的婴儿，晚上
经常被楼下传来的声响惊醒。
“婴儿一被吵醒，全家人就
睡不好觉。”宁先生告诉记者，
家里还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大
班的孩子，这段时间在课堂上
经常走神，老师已经找他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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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奈地告诉记者。

【律师】
可向社居委反映或报警
就此，记者咨询了河南澜
业律师事务所李凯律师。李凯
告诉记者，像宁先生这样的遭
遇，属于噪音扰民的民事侵权
问题。宁先生可从通过以下几
个方法维护自身权益：向足浴
店等店铺的房东反映情况，要
求停止侵扰；如果对结果不满
意，还可以向社居委反映或报
警；如果还不满意处理结果，
可以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

12 月 2 日，河南体彩中
心党支部的党员代表和部
分体彩销售网点业主及爱
心人士组成的爱心小分
队，前往汝州市金庚康复
医院，开展“有爱无碍，
携手同行，关爱脑瘫儿
童”主题党日活动，为医
院的 300 多名脑瘫患儿送去
急需的生活物资。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
院，是河南省汝州市脑瘫
儿童康复治疗“明天计
划”的国家定点医院。
医院 6 楼、7 楼两个楼
层的病房，常年住着 300 余
名来自全国各地福利院的
脑瘫患儿。
当天早上 6 点多，天还
未亮，河南体彩中心党支
部爱心小分队已经在忙着
将需要捐赠的物资装上爱
心车辆，准备送往汝州。
当天大雾弥漫，高速
道路封闭，前往汝州的路
况条件欠佳。
但是，这些困难没能
阻挡大家前往汝州看望脑
瘫儿童的坚定脚步。
爱心小分队驱车近 5 个
小时，于中午时分到达汝
州市金庚康复医院。
到达医院后，大家顾
不上舟车劳顿，立刻开始
搬运捐赠物资。
随后，河南体彩中心
党支部爱心小分队前往病

房看望脑瘫患儿。
到达 6 楼病房后，大家
有的喂患儿吃东西，有的
给患儿爱的拥抱，有的拉
着孩子的手问寒问暖。
据悉，河南体彩中心
党支部已连续两年举办此
项爱心捐助活动，累计捐
款近 10 万元，为孩子们购
买了纸尿裤、米粉、奶粉
等急需物品。
通过多次爱心捐助活
动，河南体彩中心党支部
引导体彩销售网点业主、
销售人员及广大购彩者为
社会奉献爱心，为国家公
益事业多做贡献，充分体
现了河南体彩人的社会责
任担当。
通过本次主题党日活
动，党员们一致表示，这
次活动是党支部带领全体
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具体体现，生动诠
释了“公益体彩，乐善人
生”的发行宗旨。
新时代，新要求，河
南体彩中心党支部将进一
步引导党员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为建设负责
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
展的国家公益彩票而努
力，为国家公益事业发展
和全民健康作出应有的积
极贡献。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