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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浪蒸腾，气温居高不下，为了城市
的整洁，环卫工人必须始终坚守岗位。7
月22日开始，金坛区开展了大型微公益
活动——“给身边的环卫工人送一瓶
水”，短短一周多，已经有爱心企业、公益
组织和热心市民向环卫工人捐赠了2万
余瓶纯净水，为高温下的城市美容师们
撑起了一片公益“绿荫”。

7 月 26 日上午，顶着火辣辣的太
阳，金坛市民徐震给环卫工人送来了
200箱纯净水。

“这么热的天，大多数人在空调房间工
作，环卫工人还要坚持在高温下清扫，他们
太辛苦了，本来就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徐
震说，就在这时，他看到金坛区城管局发出
的“给环卫工人送一瓶水”的倡议，他和家
人一商量，买了200箱纯净水，送给环卫工
人。水送出去后，他又发动身边的朋友，一
起参与到这项微公益活动中，用举手之劳，
为环卫工人减负，为城市文明添彩。

向徐震这样的市民不少，对环卫工心
怀敬意、主动关怀的爱心企业也有很多。

7 月 27 日上午，在金坛区政协的号

召下，金坛区市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江
苏天鹅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常州金坛金
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12 家爱心企
业，每家捐款3000元，共3.6万元购买了
洗衣液700瓶，夏桑菊茶700瓶，蚊不叮
350 盒，分成 350 份，送给 350 名奋战在
一线的环卫工人。

7 月 28 日一大早，金坛区“手拉手”
志愿者协会的志愿们汗流浃背，都在忙
着搬西瓜，100 只西瓜、100 箱水和 100
份由毛巾、风油精、绿豆组成的小礼品，
经由志愿者送到了环卫工人代表手里。

记者从金坛区环卫处获悉，微公益
活动开展以来，金坛区城管局通过电视、
报纸、网络、微信、志愿者等多种途径，向
市民宣传，市民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参
与者与日俱增。不少市民认为，环卫工人
在酷暑下工作非常辛苦，为城市的文明、
为市民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理应
得到理解、尊重与关爱。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很多沿街店铺向环卫工人敞开了大
门，邀请环卫工人进去纳凉。

童华岗 张海燕 周晴 文/摄

金坛区发起“给环卫工人送一瓶水”活动

2万多瓶纯净水撑起一片公益“绿荫”

本报讯 付了95万元全款买房，但
在产权“易主”期间，房子竟然被法院查
封了。近日，在江苏常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珑的帮助下，房子终于解封了。

今年 3 月，小刘夫妻经房产中介介
绍，看中了本市的一套二手房。卖方老李
夫妇称，必须全额付款，理由是：房屋还
有近50万元贷款未还。小刘夫妇囊中羞
涩，房产中介遂建议小刘向小额贷款公
司借钱应急，先全款买房，在办理过户手
续时一并办理房屋贷款手续，再用银行
的贷款偿还小贷公司的欠款。小刘欣然
采纳了这个建议。

因为小刘要办理房屋贷款，于是，用于
备案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房屋转
让价格为95万元，签订合同之日支付定金
2万元，办理过户及资金监管手续之日支付
首付28万元，剩余房款以贷款方式支付。

但实际上，小刘在办理过户手续前已通过
转账和现金方式，支付了95万元。

3 月 22 日，双方办理了房屋过户手
续，3月24日，小刘缴纳了购房契税并收
到了95万元的购房发票，另外还收到不
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权属申请登
记收件受理单》，受理单通知小刘15个工
作日后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当天，中介代
办的房屋贷款也已落实到账，暂时存放在
资金监管中心监管。等新的房产证下来
后，就可以取出偿还小贷公司的贷款了。

2017年4月10日，小刘来到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却被告知，该房屋因涉诉被
法院查封了。

钱付清了，房子却被法院查封了，卖
家老李夫妻也失去了联系。小刘急得团
团转。杨珑律师接到求助后，立即与保全
法官取得联系，了解到，该房屋是 3 月

28 日保全的，保全原因是老李夫妻欠了
我市一家银行 100 多万元贷款，到期不
还，于是银行向法院起诉并申请保全。

随后，杨律师果断提出申请案外人
执行异议。杨律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法
院是 2017 年 3 月 28 日查封的房产，而
小刘早在 3 月 24 日就合法占用并使用
了该房产；根据转账凭证及老李出具的
收条，完全可以证明小刘已支付了全部
的购房款；3 月 22 日，买卖双方就已经
到房产部门办理了过户手续，小刘也缴
纳了契税。虽然备案的《存量房买卖合
同》与事实交易不一致，但整体来看，小
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案外人执行异议成
立的情形的。

经过多次开庭及质证，法院最终采
纳了杨律师的意见，裁定中止对涉案房
产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后续

银行也没有再就此案另行起诉。
（李娜 庄奕）

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

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自 2015 年 5 月 5 日起施行）第二十八
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
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
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
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
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
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
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
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
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
理过户登记。

万幸的是：付款时间早于查封时间

95万元全款买的房 未过户就被查封了

7 月28 日上午，新北城管大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小客人”，他们是新北实验中学的学生。尽管烈日炎炎，却抵挡不住
孩子们的热情，他们化身城管志愿者，亲身体验城管执法，体验城管工作的“酸甜苦辣”。 童华岗 邹立 严锦娟 文/摄

本报讯 7 月 30 日，一则《扒一
扒银河湾第一城13栋“吃人的”电梯：
不拿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回事》的
网帖出现在本地网络论坛。网友反映，
该小区 13 栋的电梯，经常出现问题，
曾经出现过两台电梯一起罢工的情
况。更为可怕的是，电梯在 7 月 29 日
还出现了困人现象，导致一名业主昏
迷。记者昨天对此进行了调查。

网友反映，大约半个月前，银河湾
第一城13栋的一台电梯率先罢工，物
业说已经请人来修后，就没了下文，至
今仍未修好。于是，整栋楼的居民仅靠
一台电梯上下，其中还有五六户业主家
正在装修。在高负荷的运作下，另一台
电梯终于也“阵亡”了。7月29日晚，一
位业主独自乘坐该电梯，电梯门一关
上，电梯就从28楼直接掉到了25楼，然
后停住。该业主直到昏迷才被人救出，

紧接着，物业把两台电梯都关掉了。
“高层业主只能冒着酷暑，爬楼梯

上下楼，这已经是在一周不到的时间
内，第二次发生居民被困电梯的情况
了！”该网友说道。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该小区，找到
了网友反映的 13 栋楼。记者看到，该
栋大楼仅有一个单元，共 28 层，靠内
侧的一台电梯处于停运状态，另外一
台电梯则在工作状态。记者遇到了一
名年轻女业主，得知这栋大楼的电梯
确实经常坏，两台电梯同时发生故障
的情况也经常出现。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欣祥物业公
司了解情况，物业公司孙经理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他说：“电梯困人的事情
确实发生了，但是没有网上说的那么
严重。”孙经理说，7月29日晚7点多，
电梯发生故障，一位住在28楼的中年

业主被困在 25 楼和 26 楼中间，“物
业、维保单位迅速赶到现场，把电梯打
开，发现被困人员有意识，没有像网上
所说的那样昏迷，只有呕吐、胸闷现
象。我们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先把他送
回家吹了空调，然后送到武进医院检
查。”对于电梯困人情况，另一名工作
人员说，经过维修，这台电梯已经恢复
了运行。靠内侧的一台电梯，维保单位
也在积极维修中，争取尽快恢复。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被困业主，
接电话的是他的女儿，说父亲今年 44
岁，现在正在休息，“虽然检查下来没
啥问题，但电梯里太闷，空气也不通，
他着实受了惊吓，还需要静养。”

记者联系上维保单位工作人员，得
知他们正在积极维修中，因靠内侧的一
台电梯年代有些久远，配件比较难更
换，所以维修时间相对较长。（小波）

物业：已将业主送医检查，正全力排查事故原因

银河湾第一城：电梯故障 业主被困

本报讯 小区楼顶剥落，砸坏
了停在下面的汽车，该由谁来承担
责任？近日，文亨花园社区调解了
一起因“外墙剥落”砸坏汽车引发的
业主与物业的纠纷。

7 月底，业主张先生将一辆轿
车停在小区住宅楼下的停车位上，
楼顶屋檐上脱落下大块水泥，将汽
车的顶部砸出一个大坑。张先生找
到物业服务公司，要求赔偿损失。
物业公司称，水泥块的脱落属于不
可抗力，物业公司对汽车的损坏不
承担责任，不予赔偿。张先生将情
况反映到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现场
察看后，发现小区楼顶墙面确实有
多处剥落情况。

社区工作人员在调解中指出，
物业公司对小区的房屋及物业设施

有维护、保养、管理的责任，发现安
全隐患应及时予以修缮、整治，即使
不能及时修复，亦应设置警示标
志。同时，《民法通则》也规定，“建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
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
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
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作为
管理者的物业公司也应当承担相应
的责任。

经过调解，物业公司表示，对于
张先生的损失将会按照和业主签订
的合同承担相关责任。对楼顶外墙
脱落，将会尽快督促业委会按法定
程序，申请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进行
维修。

（庄奕 詹翔）

外墙剥落砸坏汽车
物业公司担责赔偿

本报讯 7 月 30 日上午 8 点
半，溧阳市溧城镇蒋店村村民杨锁
林焦急万分地拨打该市城郊供电
所的抢修服务电话。原来，杨锁林
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当
天一早，他打开电视机观看建军
90 周年的阅兵典礼，却发现停电
了。再一问邻居，得知是计划停电，
急得老人直冒汗。

供电所值班负责人匡昊津了解
情况后，立即和同事卢静驱车赶往杨
锁林家。“电工师傅，你们可来了，赶

紧把我们的电送上去，阅兵典礼就要
开始了。”一见匡昊津，杨锁林舒了一
口气。“杨师傅，今天村上是计划停
电，一时半会真送不了电。今天咱们
不看电视直播，用我这大屏手机，给
您看手机直播吧！”说着，匡昊津打开
手机直播软件，通过无线网络给杨锁
林现场直播阅兵典礼。“手机还能看
直播？太好了！”时钟指向九点整，看
着手机直播中高清的阅兵典礼画面，
杨锁林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了。

（童华岗 彭迪 蒋正聿）

老兵看阅兵 供电解难题

本报讯 3 年前，供电公司在
对竹林村委薛家塘进行一户一表
改造时，因为一户村民不同意竖立
新电杆，致使改造“卡壳”。今年，
在多方的努力调解下，改造终于得
到重启。

2014 年，常州供电公司对竹林
村委薛家塘进行一户一表改造，需
要更换所有的旧电线杆，改造工程
进行到一半时，由于有一户村民不
同意在其进出的转弯路口重新竖立
电线杆，施工就此中断。为避免出
现意外，让改造工程继续进行，竹林
村委多次与其沟通协调，并通过其
亲戚朋友、村民小组长、村上有威望
的长者做工作，均未果。供电公司
只能对已竖好电杆的前半个村完成

一户一表改造，后半个村因电杆无
法竖立，改造工程搁浅。

今年，我市持续高温，居民的
用电量骤增。7 月 25 日，薛家塘
未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多位村民
向村委反映电压不稳，家中电器
无法正常工作，严重影响村民的
日常生活。为解决村民的迫切需
求，村委主任联合部分村民，再次
上门与不同意竖电杆的村民进行
沟通，通过努力，最终得到该村民
的同意。于是，村委立即与常州
供电公司联系协调，7 月 26 日下
午，供电公司已派施工人员进场，
冒着炎热酷暑开始架设电杆、布
线、更换电表。

（童华岗 邵华美 臧文君）

3年前户表改造“卡壳”
调解后今年重启施工

日前，在和平路清凉路十字路口，发
生了一起本不该发生的交通事故，起因
是：龚女士带着儿子去上课，看到红灯，
停在斑马线前等待。此时，一辆牌号为
苏D/EM527的半挂车行驶到路口，右拐
向南时，挂倒了正在等红灯的母子俩。

司机沈某说，因为车身较长，行驶在
路口通常采用慢行大转弯，并左右察看
路况，但不知为啥，还是挂倒了这对等红
灯的母子。恰恰是因为速度慢，才没有
产生更大的伤害。

目前，事故原因有待交警确认。
张海韵 文/摄

本报讯 空调、冰箱都有能效提示，
1 级能效，证明耗能最低，也为消费者青
睐。市民邱女士就冲着高能效冰箱而
去，可商家送货上门时，却变成了低能效
的，近日，她向我市12315投诉。

两星期前，溧阳市民邱女士在溧阳
市燕山路一家电卖场选购冰箱，花2600
元买了一款 1 级能效的节能款冰箱，但
次日送到家时却发现，贴在冰箱表面的
能效等级标识变成了3级。邱女士随即
向我市12315投诉。

溧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随即介入协
调，因此款1级能效的冰箱已停售，邱女
士最终接受了卖场里的那台样机。

（庄奕 王辉）

买“节电”冰箱
到货高耗能

（上接A1版）
二是加快企业股改上市步伐。

把上市工作作为打造新引擎、构建
新动力、增创新优势的关键举措，积
极抢抓当前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
设的有利时机，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努力实现股改上市工作新突破，
提升常州整体实力。

三 是 着 力 提 升 产 业 发 展 质
态。实施常州推进中国制造 2025
苏南城市群试点示范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
端化、绿色化、服务化、品牌化发
展。深入实施创新发展现代服务
业三年行动计划，加快金融服务、
科技服务、健康服务、现代物流等
重点服务业发展步伐。深入推进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不断提
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四是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全面推进新一轮“龙城英才计划”，
实施海内外精英人才攻坚、领军型
创业人才提升、领军型创新人才倍
增等八大工程。加强“十百千”创新
型企业培育，推动骨干企业创建国
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国家
级研发机构。深入推进苏南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提升“一核两区
多园”创新实力。

五是更大力度促进改革开放。
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城
融合综合改革、放管服改革等引领
性制度性改革。持续深化农村改
革，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力争全市 70%的村完成
社区股份合作改革。加大国际知名
跨国公司招引力度，支持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光伏等优势产能“走出
去”。积极推进各类开发园区改革
创新、转型发展，提高中以、中德等
国际合作园区建设水平。

六是大力建设美丽宜居城市。

切实抓好“263”专项行动，全力推
进水、大气、土壤污染治理。实施

“东融西进、南接北连”区域大通道
建设，全面开工建设苏南沿江铁路、
常宜高速、苏锡常南部高速。持续
优化城市路网，统筹推进新城区建
设和城中村改造，加强美丽乡村示
范村和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全面完
成“931”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任务。

七是不断提升富民惠民水平。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生态文化、特色
农业等产业门槛低、参与面广的富
民产业，积极打造各类创业服务平
台，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就业。积极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化、均等化
发展，切实办好以“三优三安两提
升”为重点的民生实事，让百姓真正
有获得感。

八 是 全 力 确 保 社 会 安 全 稳
定。始终坚持把安全稳定作为第
一责任，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积极
防范各类风险，切实维护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丁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
开展“三大一实干”活动，进一步提
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狠抓落实、奋
发有为，转变作风、担当作为，抢抓
机遇、率先而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

会上，市发改委、环保局、政务
办、新北区等部门和地区作交流发
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曹佳中
主持会议。副市长方国强、常和平、
梁一波、李林和市政府秘书长杭勇
出席会议。 （韩晖）

稳中求进狠抓落实
确保完成全年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