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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峤岭道路杂草丛生 究竟归哪个部门管？
百姓事马上办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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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赵 稚
娴） 近日，有市民在百姓事马上办
平台反映，白峤岭白峤方向通往城
区道路两旁杂草丛生。这条路本就
不宽敞，杂草疯长使道路变得更加
狭窄，影响了白峤村村民的日常出
行，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解决这个问
题。
求助的是市民孙女士，她告诉
记者她是白峤村人，这条路是她去
城区的便道，但由于杂草丛生，每次
不得不经过时她都心里发毛，甚至
不敢一个人出行，对她的日常生活
已造成困扰。她说，同样一条路，一
段靠近城区，而另一段与乡下相连，
不能因为靠近乡下就没人管吧。
记者还向另几位白峤村村民进
行了了解，其中谢先生表示往年这
条路两旁的杂草都有人定期修剪，
但不知为何今年没人管了。开车经

过这段路时，杂草有时会刮蹭到他
的汽车，令他心疼不已。谢女士则
表示，这条路是上坡且有两三个弯
道 ，本 来 就 不 是 容 易 驾 驶 的 一 条
路。现在由于杂草过多挡住了视
线，更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她不希
望发生了事故以后才能引起相关部
门的重视。
记者按照孙女士提供的路线驾
车从阳光浴室处进入上岭，发现沿
着主路到白峤岭公墓这一段道路宽
阔，草木也是正常生长，但是越靠近
白峤岭隧道道路就变得越狭窄，两
边的杂草高于车身，且已经“霸道”
地占据了道路的一部分，杂草的繁
茂使本就不宽阔的道路变得更加狭
窄，两车交会时不得不放缓速度，且
得小心翼翼才能顺利通过。
记者就此连线了跃龙街道办事
处、县综合执法局、住建局及交通
局。跃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
示：这条道路属于城区内道路，应该
由综合执法局来进行管理以及养
护。
县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已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下属
的园林局，园林局表示超出了他们
的养护范围，应该由公路局负责解

朋友圈

杂草疯长成“路霸”

决。
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这
条路属于城区道路，不在交通局的
管辖范畴内。他们管辖的是城区以
外的县道。交通局下属的公路局则
表示，应该由跃龙街道办事处负责。
县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回复：这

件事不在他们局的管辖范畴，他们
管辖的是在建的市政道路。
所以，记者也纳了闷了，这条道
路究竟该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养护
呢？白峤村村民何时才能在这条往
返之路上走得更加安心更加顺畅？
本报将继续予以关注。

@漏室：糯米同学即将迎来人生第一个毕业
季，老父亲跟拍一整天。

义诊进社区
服务零距离

日前，县中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行
10 余 人 来 到 湖 西 社 区 ， 开 展 义 诊 活
动。有骨伤科、疼痛科、内科、针灸
推拿科的专家坐诊，为居民答疑解
惑，并提供拔罐、血压测量等服务，
获居民点赞。
（通讯员 张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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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难忘

遗嘱、继承公证居多，婚前财产公证数量近年不断上升

这些公证故事，或许能帮您避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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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
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
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
予以证明的活动。现实的需要和观
念的转变，宁海人越来越多地用到
了公证这一司法手段。县公证处有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宁海市民来
办理遗嘱公证、继承公证的较多，
而婚前财产公证数量近年呈不断攀
升趋势。日前，记者采写了几个公
证故事，或许能帮助市民躲过一些
不必要的坑。
离婚协议房产归独子所有
父亲去世后继承人却无法过户房产
张山和孙梅经人介绍于 1990 年
结婚，两人育有一子。1996 年，两
人因感情不和离婚。离婚后，张山
通过自身打拼努力，在城区买了一
套房子。5 年后，两人复婚。然而
好景不长，一年不到两人还是因为
性格不合等原因在民政局协议离婚
了。离婚时，两人协议张山名下房

产归儿子所有。
去年，张山意外去世，其儿子
张海想将父亲名下的房产过户到自
己名下，却被告知他这一情况不能
直接办理过户手续。“离婚协议约
定将房产赠与子女后但并未办理过
户手续的，即使已经将房产证交予
子女，赠与关系亦并未成立，子女
对该房产不享有所有权。”县公证
处杨老师介绍，许多市民理所当然
地认为离婚协议中分配了财产，财
产分配方案就生效了，这是错误的
理解。在本案中，公证处为张海办
理了继承公证，张海才顺利办理了
过户手续。
“如果一开始就办理了过
户，就没有后续那么多麻烦了。”
一方名下资产众多
婚前财产公证“升温”
“对于你们的债权、债务，你
们是如何约定的？
”
“我和我女朋友各自名下的债
权、债务各属个人债权、个人债
务，各自享受、各自承担。”
在公证处，小陈和女朋友小李
认真回答公证人员的询问，两人面
色轻松，对答如流，显然早已对各
自的婚前财产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达
成了一致协议。小李的父亲创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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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小李置办了不少资产，还给
了小李公司股份。小陈家境小康，
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进行婚前财产
公证会不会给当事人心里留下疙
瘩？对此，小陈表示，进行婚前财
产公证是为了让家长安心，也是为
了避免以后纠纷，对两人目前的感
情并没有影响。
记者了解到，随着观念的转
变，和小陈、小李一样进行婚前财
产公证的人越来越多。“在传统观
念里，进行这样的公证太伤感情，
但真的到我们这里办公证的，其实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杨老师介
绍，婚前财产公证并不会影响感
情，反而可以避免后续很多复杂的
纠纷，当然，也能减少因感情破裂
对公司的影响等。
租赁商铺也公证？
可以维护双方权益
签了 5 年的租赁合同，租金按
年付，2 年后，因为商铺火爆，房
东要涨租。去年，做生意的周先生
就碰上了这么一件糟心事。面对房
东的要求，周先生坚决不同意，并
要求房东履行租赁合同，结果等到
要付租金的时候，却找不到房东
了。“找不到房东就没法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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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变成我违约了，到时候房东
可以理所当然解约，涨房租另租他
人。
”
这时候，租赁合同公证帮上了
大忙。原来，周先生在租商铺的时
候，留了个心眼，和房东一起办理
了租赁合同公证。在租赁事实清楚
的情况下，周先生又去公证处说明
找不到房东这一情况，办理了提存
公证，将租金存在公证处，以此证
明自己履行了支付租金的义务。这
样，周先生在找不到房东的情况
下，也算履行了合同，房东再无理
由终止合同，随意涨房租。
除了涨房租，租客跑路的情况
也不少见。跑路后，租客没付之前
的租金，还留下了一堆货。这堆货
成了“烫手山芋”，如私自处理，
租客回来后说不清楚，通过法院打
官司太耗时，搁着商铺又没法继续
出租，怎么办？对此，县公证处公
证人员表示，可以通过租赁合同公
证和保全证据公证解决问题，“如
果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租客违约
可强制腾房并事先对租赁合同进行
公证，事发后房东只需要申请保全
证据公证，公证处按租赁合同条款
的约定，可对租客留下的货物办理
证据保全，对房东来说，省时省
力，还能避免后续纠纷。”

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

@亦年：发现一个不错的去处，家门口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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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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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轮对阵：
东方日升 vs 一职高
（7-8）
双林集团 vs 国华宁电 （5-6）
住建局 vs 机关综合
（3-4）
建新旋风 vs 应急管理局（冠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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