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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辉

本报讯 9 月 6 日，新华
区焦店镇褚庄村村民张顶致
电本报反映，他出租一间门
面房，近半年来，对方把做生
意的工具放在门面房里长期
不露面，而且失去联系，造成
他既收不到房租，也无法将
房屋租赁他人。

张顶说，他在市区四矿
路旁边自建一间 40多平方
米的面门房对外出租。五年
前，一名韩姓商户租下这间
门面房用于修补轮胎，双方
口头约定，一个月租金 500
元，但并未约定租房期限。
今年4月，韩某称，家里有事
不打算再租这间门面房了，
待办完事就搬东西退房。随
后，韩某离去数月至今不露
面，他拨打对方的手机无人
接听，用微信发送信息也没
有任何回应。唯有6月的一
天，他接到韩某的一条短信
称“我在上海，回去后联系。”
他知道韩某家住市区新建路

西段一个家属院内，但具体
住址不详。现在韩某修补轮
胎的两台机器等杂物，仍然
锁在他的门面房内，而现在
韩某却迟迟不见露面，既不
交租金，也不退房，让他很无
奈。

9 月 7 日、9 日，记者与
褚庄村党支部书记张亚洲先
后数次拨打韩某的手机，结
果接通后始终无人接听。对
此，河南恪德律师事务所律
师谢少刚认为，鉴于上述情
况，建议当事人先向商户韩
某发送手机短信，明确告知
对方，他要采取行动解决上
述门面房问题。然后，当事
人再找公证部门工作人员出
面公证打开门面房房门，并
当面清点室内所有物品，由
公证人员公证后妥善保管。
待韩某出现后，再在公证人
员的配合下移交对方，物品
保管费应由主人支付。腾出
门面房内物品后，当事人就
可以继续出租自己的门面房
了。

租户“躲猫猫”不交房租不腾房
房东收不回出租房咋办？
律师支招儿：可公证搬出房内物品

□记者 刘蓓 文/图

本报讯 孩子被拐卖后，
从安阳市殷都区到我市郏县
长桥镇，这段不到300公里的
路 程 ，王 听 合 夫 妇 走 了 27
年。9月 9日上午，在郏县公
安局多方努力下，王听合夫妇
终于与亲生儿子李文付团聚。

9 月 9 日上午 11 点半，在
郏县长桥镇前凌堂村，村民围
在村口，敲锣打鼓，迎接李文
付回家。王听合夫妇在家门
口拉起“欢迎儿子回家”的横
幅。“儿子，我终于把你盼回来
了！”李文付刚走到临家桥头，
他的生母安四妮含着眼泪跑
过来紧紧抱着他哭喊道。李
文付也低下头拥抱母亲（如
图），看到这样动人的场面，现
场围观群众纷纷湿了眼睛。

王听合今年 58 岁，目前
在郑州市一家幼儿园当厨
师。1994年2月17日上午，当
时在郑州市中原区某酒店打
工的他和妻子一时疏忽，儿子
王伟（化名）被熟人拐走。“那
个人叫刘平西（音），我这一辈
子都记得他的名字。”安四妮
说，刘平西当时已经在夫妻俩
打工的酒店住了几天，平时喜
欢逗当时年仅 5 岁的王伟玩
耍，趁着王听合夫妻忙碌，他
将王伟拐走了。后来，王听合
夫妇打听到刘平西是安阳人，
并得知他将孩子拐到了安
阳。由于刘平西所使用的名
字、身份证都是假的，王听合
夫妇找到安阳，沿着刘平西可
能到过的地方一一寻找，但一
直没有找到儿子的下落。

据郏县公安局副局长仝
全斌介绍，今年初，公安部部
署开展“团圆行动”以来，郏县

公安局重新梳理辖区失踪人
口，多次到平顶山市区和郑
州、安阳等地走访排查，并重
新采集王听合夫妇血样入库
对比复查。

今年7月，从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传来消息，安阳市殷都
区一名叫李文付的男子与王
听合夫妇的数据匹配，符合遗
传关系。为确保鉴定结果准
确无误，我市警方与安阳警方
再次采集了双方血样进行复
核，确定李文付就是王听合夫
妇找了27年的孩子王伟。

李文付今年 33 岁，目前

已在安阳市殷都区成家立业，
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9月9
日上午，他带着4岁的小儿子
一起回到郏县认亲。“过了这
么多年，当时的情况我已经不
记得了。”李文付对当年的情
况记忆模糊。

当天上午，王听合夫妇将
一面锦旗送到郏县公安局民警
手中，王听合说：“感谢公安机
关，如果没有你们，单靠我们自
己的力量，可能永远都找不到
我的儿子……”李文付也给民
警送上锦旗，感谢他们帮自己
找到亲生父母。

被拐卖到安阳27年后
33岁小伙回到郏县与亲生父母团聚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9月 8日，市市场
监管局通过“平顶山市场监
管”微信公众号向全市公共停
车场经营者发出提醒告诫函，
其中一种违法经营行为可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罚
款。市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
检查科科长邓伟说，在提醒告
诫之后，他们将开展停车场经
营管理收费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着力解决这一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停车场
经营者，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
度，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
收费公示板（牌），公示收费单
位名称、收费标准、计费方式、
投诉举报电话等内容。不得漏
标、错标、模糊不清。实行政府
指导价的停车场要严格按照政

府规定的收费项目标准执行。
严禁超标准收费或变相多收
费，不得改变规定的计费方式；
停车场经营范围不得超出相关
部门核定的停车泊位，不得超
范围收费；禁止强制或变相强
制服务并收费，不得价外加价，
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
用；禁止采取误导性的收费标
示、虚假宣传等标价行为和价
格手段实施价格欺诈。

无照经营的，由市场监管
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以下
的罚款。

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
价收取停车费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经营者不明码标价的，没

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经营者实施价格欺诈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经营者拒绝提供价格监
督检查所需资料或提供虚假
资料行为的，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
责人给予纪律处分。

邓伟提醒市民，如有发现
停车场经营者不规范经营管
理收费，可拨打电话 12315 投
诉举报。

市市场监管局整治停车场无照经营、乱收费

私自“圈地”收停车费？
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记者 张鸿雨
通讯员 李世旭

本报讯“我一定努力学
习，争取早日成才，报效国
家，回报家乡。”9月8日，在
郏县茨芭镇举行的 2021 年

“放飞希望成就梦想”助奖学
金发放仪式上，贫困学生代
表李鑫珊说。

李 鑫 珊 是 河 南 大 学
2021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父亲十多年前去世后，她和
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

难。当天，她领到了2000元
的助奖学金。

此 次 茨 芭 镇 共 为 137
名优秀高校新生、研究生、
优秀高中新生和 39名在校
贫困生发放助奖学金 24.9
万元。

几年前，茨芭镇成立“莲
花山助学基金”，组织社会上
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资
助教，助力乡村教育发展，已
累计发放助奖学金 95.8 万
元，使758名品学兼优、家庭
贫困的学生圆了上学梦。

176人! 24.9万元!
茨芭镇发放助奖学金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9 月 9 日上午，
记者在市区新华路与矿工路
交叉口东北角的街头游园看
到，花草树木被修剪得整整
齐齐，休闲长椅也被擦拭得
干干净净，不少市民在此纳
凉。卫东区各个庭院小区面
貌也焕然一新，赢得居民们
的称赞。这一切都得益于9
月6日至8日卫东区集中开
展的清洁家园活动。

据卫东区文明创建事务
服务中心主任范庆杰介绍，
本次清洁家园活动围绕着力
解决庭院小区、城市道路、公
共场所、公共设施、学校园
区、办公地点、企业厂区、城
乡接合部、河沟渠道等“脏、
乱、差”问题，改善城市整体
面貌，优化生产生活环境展
开。活动安排一经发出，全

区各部门、驻地企事业单位
积极响应，纷纷组织干部职
工和社区居民投入到轰轰烈
烈的清洁家园行动中。

活动中，各级各部门志
愿者统一佩戴志愿服务小
红帽或马甲等标识，到分包
的社区集中清理卫生死角、
清除小广告、劝导不文明行
为，用实际行动助力社区旧
貌换新颜，做到无垃圾、无
乱扯乱挂、无乱贴乱画。经
统 计 ，共 有 170 余 家 单 位
2000 余人参与到本次活动
中，共清除卫生死角 300余
处，清运垃圾、杂草、杂物
200余车，清理小广告 2000
余条。

接下来，卫东区创文指
挥部将继续组织广大干部群
众开展清洁家园行动，并且
形成定期全面大清洁制度，
让城市干净起来、靓丽起来。

连续3天清洁家园
卫东区辖区面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