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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村民捡钱包
交警接力还失主

本报讯 12 日上午，市交
警大队延陵中队发生了十分暖
人的一幕，失主张女士拉着村
民林双军的手激动不已地说：

“真没想到我的钱包还能找回
来，林师傅，谢谢你，你们夫妻
俩真是大好人啊！”

原来，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
许，延陵镇麦溪村村民林双军
夫妇途经延陵菜场门口时，无
意中发现路上有一只钱包，他
们一开始以为是人家不要的包
丢在路上，可捡起来打开一看，
里面不仅有身份证、银行卡，还
有 1500 多元现金、2000 元购物

卡。考虑到失主丢失钱包后心
情肯定十分焦急，夫妻俩随即
想到请交警帮忙寻找失主。于
是，他们来到延陵交警中队，将
钱包交给了交警茅敏方。

茅敏方拿到钱包后，根据
钱包内的身份证，通过系统查
询，很快与失主取得了联系，告
知其前来领取钱包。约半小时
后，失主张女士急匆匆来到延
陵中队，茅敏方在核实身份并
核对钱包内的物品后将钱包交
到张女士手中。

张女士说，她早上出去办
事，等回到家中才发现钱包丢

失了。张女士非常着急，沿着
早上走过的路线一路寻找，但
没有找到，正当她觉得无望之
时，却接到了延陵中队通知认
领的电话。经现场清点，钱包
内的现金和所有证件均分毫不
差，面对失而复得的钱包，张女
士脸上乐开了花，激动地向拾
金不昧的林双军夫妇和交警连
连道谢：“虽然钱包里的钱不
多，但身份证、银行卡一旦丢
失，补办非常麻烦，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
（王国禹 许建彪）

保洁员公园捡钱包
还失主找寻半小时

本报讯 近段时间，我市
各个公园均迎来了秋游高峰
期，游园人数骤增，也少不了一
些“马大哈”。近日，万善公园
保洁员陈双仙就捡到了一个钱
包，找寻半个小时后，终于将钱
包物归原主。

昨日，记者从市城管局诚
诚广场中心公园管理队了解
到，高峰时万善公园、人民公

园、丹凤公园等日均游园人数
均超 5000 人次，工作人员也做
了充足准备，力争为游园市民
提供更为怡人的环境。游园人
数多了，也会有一些“马大哈”，
近日，万善公园保洁员陈双仙
在打扫时就捡到了一个皮质钱
包，原地等候多时未见失主后，
她将钱包交给了管理队队长孙
永辉。在多人同时见证下，两

人打开了钱包，发现里面除了
400 多元现金，还有身份证、银
行卡等物。为了不让失主担
心，孙永辉和陈双仙当即决定
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上门归还
钱包，在找寻半个小时之后，经
现场确认身份，最终将钱包归
还给了失主的家人。

（胡鹏飞 尹媛） 梧桐遮阳落叶飞
园林为民除“心病”

本报讯 近日，家住公园
新村4幢的马大爷反映，他所居
住的楼栋因为紧靠路边，一棵梧
桐树枝繁叶茂，长期未经修剪，
不但严重遮挡阳光，而且还会有
落叶飘进阳台，影响了他们的生
活，希望有关部门能解决他们的
困扰。

10 日下午，记者来到公园
新村4幢，发现小区主干道东侧
的梧桐树都长得很高大，约有
10多米高，枝叶茂盛。随后，记
者来到该幢楼二单元 2 楼的马
大爷家，由于受梧桐树遮挡，客
厅和卧室内光线十分昏暗，而阳
台上则飘落着不少树叶。马大
爷告诉记者，这棵遮光的大树一
直都是他的“心病”，家里很难照
进阳光，更别说在阳台晒被子
了。“关键窗户也不能开，一开就
会飘入好多落叶和毛絮。”马大
爷告诉记者，冬天到了，他和老
伴想在阳台上晒晒太阳，而如果
这些树枝不修剪，就根本晒不到
太阳。

“春天的时候，这些梧桐树
更烦人，窗户都不敢打开透气。
即使艳阳高照的天气，家里的卧
室也几乎得不到阳光的‘沐浴
’。”附近一居民也诉苦道，由于
家住路边，她的脸上和胳膊上一
到春天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红
疹子，痒得难受。到医院一看，
才知道患上了过敏性皮炎，惹祸
的就是梧桐毛絮。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接到
马大爷的电话后，园林管理处就
安排专业人员到实地进行了查
看，并对小区其他梧桐树进行了
隐患排查，发现除马大爷反映的
那棵梧桐树外，还有个别梧桐树
树枝过长，影响了居民家中采
光。12 日一大早，园林管理处
就安排高空作业车和工作人员，
利用休息日时间来到公园新村
帮忙修剪树木。一个多小时后，
给居民带来不便的几棵梧桐树
已被修剪一新，居民们对此纷纷
拍手称赞。

（王国禹）

树木“修身”美丽过冬
明年1月前城区万余株行道树将完成修剪

本报讯 “经过一年的生
长，树木过于茂盛，病虫枝、徒长
枝、枯枝等严重影响景观品质。
冬修让树木有了漂亮的外观，同
时能让树体通风透光，以便来年
长得更好，更好地发挥行道树的
功能。”14 日上午，记者在中山
路新北门桥附近看到，园林部门
二十余名专业修剪人员正在为
树木“修身”，让树木美丽过
冬。

现场，修剪人员正通过高空
作业车对徒长枝、枯枝、病虫枝
等进行修剪，身后的行道树变得
面貌一新。现场负责人韦志华
介绍，树木的“冬修”工作从 10
月底开始，目前已完成丹凤路、
锦湖路、城河北路、运河路行道
树的修剪，中山路的修剪工作目
前也已完成了60%，计划两天内
可全部结束。

韦志华表示，看似简单的修
剪工作其实是很有讲究的，要根
据不同树种、附近建筑物的高
低、人行道的宽窄等进行相应修
剪，还要考虑是否遮住红绿灯、
指示牌等。据他介绍，行道树作
为城市的景观，具有补充氧气、
净化空气、美化城市、减少噪音
等功能，所以每年的“冬修”是一
项重要工作。

此外，韦志华还告诉记者，
由于“冬修”几乎涉及城区所有
街道，行道树总计达万余株，路
段长、数量多，此项工作将持续
到明年1月。为了不影响交通，
施工人员采取错峰作业的方式，
同时为避免修剪过程中导致一
些较窄的街道出现拥堵，园林部
门还将请求交警部门协助，对现
场交通进行疏导、设置安全警示
牌等，在保证市民出行通畅的前
提下，确保快速高效完成行道树

“修身”。（袁峻岭 李潇 文/摄）

本报讯 12 日下午 2 时
许，241省道珥陵镇中仙村路段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与
一辆满载木材的大货车相撞，有

人员被困。消防大队云阳中队
接警后，立即组织消防官兵赶赴
现场救援。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发现，

现场为一辆白色轿车与一辆满
载木材的货车相撞。由于撞击
猛烈，轿车车头严重变形，挡风
玻璃碎落一地，车上一名女性驾
驶员被困车内。由于货车上载
满了木头，事故发生后木材发生
倾斜掉落，随时有倒塌危险。如
果倒塌，这就势必会再次压到一
旁相撞的轿车，会对被困轿车内
的司机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官
兵立即展开救援，对现场进行警
戒，并迅速疏散周边人员，然后
将被困驾驶员从驾驶室救出。
现场医护人员立即对其进行了
检查，幸运的是，该名女性驾驶
员只是腿部受伤，随后由 120急
救车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
因，交警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之
中。

(王国禹 张家祥 文/摄)

轿车与满载木材大货车相撞

司机被困消防紧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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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依据丹阳市人民法院协助
执行通知书 [（2016）苏 1181 执恢 171
号、（2015）丹执字第 1556号]及执行裁
定 书 [（2016）苏 1181 执 恢 171 号 、
（2015）丹执字第 1556号]。并依照《土
地登记办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请庄琳、何鹏晖在
2017年 12月 6日之前到我中心办理不
动产权相关过户手续，请苏为民在
2017年 12月 6日之前到我中心办理不
动产权抵押注销手续；如果上述当事

人逾期不到，我中心依法将坐落在丹
阳市玉乳泉小区 11 幢 2 单元 502 室及
18车库[房屋所有权证号：丹房权证云
阳字第 01044828号，土地使用权证号：
丹国用（2011）第4906号]的房地产过户
至马璐名下，原房屋所有权证号：丹房
权证云阳字第 01044828 号，土地使用
权证号：丹国用（2011）第 4906号；他项
权证号：20137380同时废止。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1月14日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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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出租信息
●商业街E街36、38、40三间门市房，楼上有单
间住房4间出租，可分割单租，13812373606

出售信息
●急售：江南人家 6+7楼 162m2，4室 2厅
2卫，精装，独库，80.8万，18021572618
●急售：曲园小区 1 楼 81m2，精装，
院子有副房，49.8万，15050879106
●欧尚附近旺铺71m2，高租金在外，
亏本一口价142万，18260608982
●华东建材城金牌亚洲瓷砖店诚聘导购
10名，设计5名，待遇优厚，13861380109
●普善厂房5300m2，双层，水电全18605252727

遗失信息
●江苏东日建业有限公司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0748105，声明作废。
●朱中领遗失丹阳市延陵镇客
乐购百货超市营业执照正副本，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412100175，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412100177，声

明作废。
●徐风良遗失丹阳市开发区康
祥超市营业执照副本，编号：
321181000201504140053，声明作
废。
●丹阳市陵口镇蓝星光学器材
厂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陵口镇蓝星光学器材
厂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
号：J3141001329901，声明作废。
●江苏激浪车业有限公司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3465202，声明作废。
●江苏丹玉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动产抵押登记书两份，编号：苏
L1-0-2016-0155、
L1-0-2016-0166，声明作废。

●丹阳市丽群织带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4426601，声明作废。
●丹阳市延陵镇客乐购百货超
市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编号：
JY13211810031959，声明作废。
●丹阳市界牌汽车配件厂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607140061，副 本 ：
321181000201607140062，声明作
废。
●丹阳市常宏汽配厂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遗 失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607140059，副 本 ：
321181000201607140064，声明作
废。
●丹阳市江腾电子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505260123，声明作
废。
●吴桂平遗失就业证，证号：
3211813013008007，声明作废。
●丹阳市瑞华包装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212030020S，副 本
编号：321181000201212030021S，
声明作废。
●赵宗威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610280131，声
明作废。
●杨建芳遗失残疾证，证号：
32111919640520462543，声 明 作
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王卫国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 埤 城 村 镇 南 四 组 、丹 集 用
（2003）第 00536299 土地证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
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土地证作
废。

特此声明。
2017年11月13日

我中心依据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
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苏 1111 执
475 号]及执行裁定书 [（2016）苏 1111
执 4 号之一]。并依照《土地登记办
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请吴惠娟、徐新华在 2017 年
12月 6日之前到我中心办理不动产权
相关过户手续，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丹阳支行、丹阳市阳光担保投资
有限公司在2017年12月6日之前到我
中心办理不动产权抵押注销手续；如
果上述当事人逾期不到，我中心依法

将坐落在丹阳市丝绸路口商住楼 1-4
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丹房权证云阳字
第 32009402、32009403号，土地使用权
证 号 ：丹 国 用（2012）第 01280 号 、
（2012）第 01281]的房地产过户至修丹
名下，原房屋所有权证号：丹房权证云
阳字第 32009402、32009403号，土地使
用权证号：丹国用（2012）第 01280 号、
（2012）第 01281；他 项 权 证 号 ：
20136796、20136934同时废止。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1月14日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公告

近来，网上流传一句顺口溜：
“全款买房的往里走，按揭的不要
堵门口，公积金贷款的请把共享
单车挪一挪。”“新华视点”记者在
多地的热门楼盘调查发现，一些
开发商只接受全款买房，拒绝公
积金贷款甚至商贷。这种现象受
到关注，多地近期出台相关政策
保护购房者权益。

有热点城市楼盘只接
受全款购房拒绝公积金贷
款

记者近日在广东、福建等地
调查发现，一些开发商拒绝公积
金贷款。

在福州，记者走访了融侨方

圆等 8家楼盘，有 6家拒绝公积
金贷款。如即将开售的、每平方
米售价 3 万元的阳光城·檀府，
销售人员明确表示只卖给全额付
款客户，公积金贷款甚至商贷按
揭客户都“机会不大”。

福州的刘先生向记者坦承，
本打算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最
终被迫“东借西凑”凑了五成首
付、且找了内部关系才商业贷款
买到“阳光城·丽景湾”。“没有
内部关系根本无法认筹，想公积
金贷款更是奢望。”

一位陈姓置业顾问确认了刘
先生的说法：“只接受商业贷
款，首付至少要五成，选房后三
天内必须交齐。”

在广州、深圳等热点城市，

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或要求全
款购房也屡见不鲜。记者走访广
州的明星板块——广纸区域发
现，区域内的楼盘基本拒绝公积
金贷款。

深圳的一些高端楼盘更开始
走“封闭式”路线，客户看房必
须提前预约，即必须登记、复印
身份证，在指定的银行卡内存足
钱款，等楼盘发出参观邀请才能
实地看盘。

“我们项目不仅拒绝公积金
贷款，还必须一次性付款。现在
客户这么多，要好好筛选。”临
近深圳的惠州江北西区某楼盘，
在针对全部意向客户做了调查之
后，直接选取了 200个全款支付
的客户入场交易。

开发商为何“嫌弃”公
积金按揭贷款？

记者采访发现，开发商之所
以拒绝按揭贷款，主要原因有
二：

首先，公积金贷款资金回笼
慢。“住房公积金贷款流程较为
复杂，放款周期比较长。”多位
楼盘营销负责人透露，对于开发
商来说，回款率是其考核的刚性
指标。急需回笼周转资金的开发
商认为公积金贷款流程繁琐、回
款太慢，更愿意购房者付全款或
使用商业贷款，以尽快回笼资
金。

记者采访各地公积金管理部
门发现，一般放款时间在1.5－3
个月。但季末、年底受额度所
限，或者各地审批的原因，则放
款速度更慢一些。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旭锋表示，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
款，主要原因是程序较为复杂，
放款时间长、提成少。

其次，新房销售量少，开发
商为资金快速回笼，首先选择支
付全款的客户。

中原地产研究数据显示，10
月份，上海仅有 1 个新项目入
市，创历史新低。“一线城市楼
市全款买房的客户比例预计只有
20％左右，但开发商在供不应求
的情况下，肯定优先选择全款客
户。”上海一家房企负责人表示。

上海市住建部门负责人认
为，对于有条件获取公积金贷款
的用户来说，各地公积金管理部
门是支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决
定权被转到了开发商手上，尤其
在货源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多地出手遏制拒绝公
积金现象，业内人士建议提
高相关审批效率

上海华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丁兴峰律师说，全款优先等于限
制了购房人平等选房、购房的权
利，拒绝公积金贷款则直接违反
相关法规。“房子是特殊商品，
属于民生保障范畴，地方政府宜
通过适当的行政手段，保障所有
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早在 2014 年 10 月，住建部
联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
发布《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其中第
七条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
业不得拒绝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房。”

据悉，针对拒绝公积金贷款
的情况，多地近期已经出台相关
政策，纠正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
阻挠和拒绝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的行为。

武汉市房管局9月23日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管
理规范销售行为的通知》，开发
商不得区别对待全款和贷款购
房，不得拒绝公积金贷款购房。
违反规定的开发商，将面临暂停
项目网上签约和预售资金监管账
户资金拨付等严厉处罚。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
日下发文件，要求房地产开发企
业预售或者现售商品房时，不得
阻挠或者拒绝购房人选择住房公
积金贷款。若开发商违反规定，
则处以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
款，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暂停
其新项目的建设开发审批手续。

此外，长沙查处 11 家拒绝
公积金贷款的楼盘；成都近日规
定，已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
项目，房地产开发单位应当在取
得预售许可证之日起 30 日内向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住房公
积金贷款项目合作申请，建立贷
款合作关系；对于选择住房公积
金贷款购房的购房人，不得拒绝
其购房，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
限制条件或附加条件。

宜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建
议，各地公积金管理部门应进一
步提高公积金贷款的审批效率，
尤其要尽快满足首次购房、首次
使用公积金群体的贷款需求，引
导开发商平等对待购房者，保障
住房公积金真正惠及刚需群体。

（新华社）

多地公积金贷款买房遭“嫌弃”，
刚需购房者权益如何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