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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水务集团为老楼安装千余扇楼门保暖收获多赢——

护水不断流 让心涌暖流
□记者 朱琳 摄影报道

农副产品零售价格

最近，一年里天气最冷的时候，家住我
市众多老旧小区的居民，与一份意料之外
的温暖与感动集体不期而遇：没遮没挡、大
敞四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楼道口，那光
秃秃的木门框上，突然被安装上单元门！
好事是阜新水务集团干的。从挂棉门
帘到安单元门，更好地提升楼道温度、避免
设施受冻、保障居民用水的复合利好在预
期之中，而广泛地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
品质、赢得居民认可的附加成果则同样在
意料之外。

商品名称

惊喜：
老楼安门 居民齐赞
上周一，数九时节的奇冷日子，住在院
东小区 1 号楼西单元的王女士，午间照例从
单位走十几分钟回家，戴着皮手套的手就
要冻麻。
“走错了？”到楼口，她大吃一惊，
“没
错，可谁给楼口安上门了！真贴心！”拉开
单元门，再掀开原有的棉门帘，温暖扑面而
来，感动油然而生。
在这栋 1990 年代建成的老楼里，王女
士住了将近 30 年，入住初期楼口安着对开
木门的情景早已化为遥远的记忆。
“楼道窗
户 玻 璃 要 有 缺 的 ，谁 家 装 修 换 下 就 给 补
上。唯独因为长期缺了这扇楼门，冬天北
风呼呼吹，里外一样嘎嘎冷。”她回忆说，
2014 年楼内供水设施改造后，
“‘自来水’每
年入冬之前都会在楼口挂上厚厚的棉门
帘，有了一定保暖效果，这回安上门，楼里
更暖和，邻里都开心。”
为衷心致谢，王女士代表楼口 16 家住
户特地给记者打来电话：
“ 甭管是不是‘自
来水’安了门，我们给这件为民好事点赞！”

走访：
多处上岗 实用好用
1 月 11 日，记者走访院东小区及周边
几个小区，发现多个朝北住宅楼道口安有
形制统一的崭新黑色木质单元门，将楼口
完全封闭。
这种单元门由厚实木框、黑色木板组
成，为一宽一窄两扇式设计，外侧固定在原
有门框上。拉开一扇门，能感到楼口内外
的明显温差。
“这回楼道要比外边高出三四
度，进楼不用往家跑。防盗门外温乎，家里
也跟着更暖和。制作用心，门板和配件全
新，特意装上了弹簧，让门自动回弹关闭。”

（元/500 克）

1 月 12 日

这种收获多重利好的简易单元门，已在市内老旧小区安装千余扇。
最近一段时间，多位居民同在“上班还没
门，回来就有了”的突然惊喜中拥抱楼口再
有楼门的幸福。
“离家出门不再冷，回家进楼就暖和，
没想到不用买新楼搬家就还能享受这待
遇！”西市小区居民刘先生说，楼口有门提
升的是居住环境、生活品质。大伙原本期
待单元门借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再次回归，
没想到却提前亮相了，虽然确实不是铁门，
但首先颜值并不差，其次照样挡北风，大伙
身心都温暖。

收获：保障用水 利好多多
“以前楼道口的棉门帘是我们安的，这
次的单元门也是我们安的，但应该说是简
易的。”阜新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向寻找做
好事单位的记者谦虚坦言。
据介绍，自我市老旧小区供水设施改
造工程实施以来，该集团每年冬季均会针
对老旧小区采取楼道保温措施，只为保障
居民用水。因去冬以来我市气温偏低，结
合楼口位置、朝向等因素，该集团因地制宜
推出楼道保温升级模式，共为老旧小区楼
口义务集中安装简易单元门 1000 余扇。此
外，安装保温棉门帘 1200 多个、楼道玻璃
600 余块、保温塑料布 80 余块。
“ 虽然每扇
门成本约 250 元，但为抵御寒潮天气、防止

管路冻害发挥了重大作用，受到了居民好
评，
收获了投资成果。”
“同步提升居住环境和小区形象等，
也是
乐见的成果。
”
其还提醒受益居民，
日常使用
中加意保护这些单元门，
每次轻开轻关，
确保
及时闭合，
谋求长期服务，
共享温暖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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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角

新鲜一级

6

蒜薹

新鲜一级

9

土豆

新鲜一级

2

大白菜

新鲜一级

1.5

茄子

新鲜一级

4

旱黄瓜

新鲜一级

6

西红柿

新鲜一级

4

韭菜

新鲜一级

4

油麦菜

新鲜一级

4.5

香菇

新鲜一级

5

尖椒

新鲜一级

7

鲜羊肉

去骨统货

44

鲜牛肉

去骨统货

40

鲜猪肉

后鞧

26

鸡蛋

新鲜完整

4.7

监测地点：马家店农贸市场

记者感言
楼口有门还是没门，就是不一样！
常住单元门缺失的无物业老小区老楼
里的居民，对此无不有着切身体会。居
民集资安门可以，但在房子老、租户多
等因素作用下，有时却又并不可行。所
以，
“水务牌”简易单元门甫一亮相就广
受赞誉、火速“圈粉”，虽在意料之外，又
在情理之中。安上一扇门，温暖百十
人。相较于新小区新楼的自带供水设
施防冻招数，
“水务人”老楼安门的创意
与创举在为保障供水补齐短板之外，何
尝不是在为老楼居民生活补齐短板？
全覆盖的“升级版”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正在阜新挂图推进，这些简易单元
门必有被质量和档次更高的金属单元
门替换“下岗”的一天，但它带给老楼居
民的感动不变，它在这个严寒冬季为我
们送上的温暖长留心间。

规格/等级

天气预报
今天晴（阜新市区）
风向风力

西北风3-4级

温度

-15—-4℃

紫外线辐射强度

中等

穿衣指数

建议穿羽绒外套

感冒指数

易发

晨练指数

不宜

洗车指数

适宜

湿度

30%

空气质量

优

晴

彰武地区

-15—-4℃
西北风3-4级

（栏目主持 包颖）

江西：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可扣减税费
江西省近日出台《关于支持多渠道灵
活就业的实施意见》，提出下岗失业人员、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
群体从事个体经营，将按规定在 3 年内按每
户每年 144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
际应缴纳的税费。
实施意见提出，江西鼓励劳动者按照
非禁即入原则创办小规模经济实体，大力
发展小店经济。除扣减税费以外，重点群

体首次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正常经
营 1 年以上，每人将按规定获得一次性创业
补贴 5000 元，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的，可先
行申领补贴资金的 50%。
同时，
江西将推动非全日制劳动者较为
集中的保洁绿化、
批发零售、
建筑装修等行业
提质扩容，
对就业困难人员和离校2年内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或非全日制等工
作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将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补贴标准为其实际缴费的三分之二。
为支持灵活就业，实施意见提出，鼓励
各设区市整合 1 个至 2 个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闲置空间、非必要办公空间改造为免费
经营场地，鼓励设立“就业一条街”
“就业广
场”等低租金经营场地，开辟早市、夜市、周
末集市等临时摊点经营场所，优先向下岗
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
人员提供。
据新华社

民宿团购平台
“寄居蟹”
护单模式违约
已介入调查

记者 11 日从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
员会获悉，针对近期民宿团购平台“寄居
蟹”强制要求消费者花钱护单，引起不少消
费者投诉的情况，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
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
据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通
报，2020 年 7 月以来，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消费者协会陆续接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民
宿团购平台“寄居蟹”宣传以超低价购买年
卡成为会员后，全年可以不限次数免费住
酒店，但实际上，消费者预订房间需要付超
出正常住宿押金数倍的高额保证金。而且
一些消费者在预订房间后，该公司还要求
消费者加钱“护单”，否则不能入住已经预

订的房源。
据悉，经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
会介入调查，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属实。该
经营者以业务模式调整为由擅自更改会员
规则，属于单方面违约行为。目前，经营者
承诺进行整改，履行与消费者之前的协议
约定。
据新华社

江苏盐城警方破获
特大网络直播诈骗案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公安局近日破获一
起特大网络直播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05
名，
涉案资金超 1 亿元。
射阳县公安局副局长裴义军介绍，这些
诈骗犯罪嫌疑人藏身于河南、广东两地，主要
借助一个名为“知了”的视频直播平台，构建
多个“直播公会”实施诈骗。诈骗团伙成员一
般冒充女性，在网上社交平台搭讪男性，然后
加微信交友，再依据诈骗“话术”，一步步诱骗
被害人到“知了”直播平台充值成为会员，并
购买礼品打赏主播。
2020年11月初，
射阳当地居民陈某在浏览
短视频时，被一名“美女”搭讪，加其为微信好
友。之后，
对方通过交友取得被害人信任，
继而
以换工作、
参加
“主播”
比赛为名，
让被害人充值
会员，
购买礼物打赏自己。陈某在付出数万元
后，
被对方拉黑，
才意识到被骗，
随后报警。
射阳县公安局调查发现，射阳及周边地
区有 20 多人上当受骗，于是立案展开调查，并
于 2021 年 1 月 7 日组织 236 名警力分赴河南
和广东两省进行抓捕，最终抓获 105 名犯罪嫌
疑人，捣毁 1 个网络直播平台和 4 个依托这一
直播平台实施诈骗的公司。
目前，射阳县公安局已对这 105 名犯罪嫌
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 45 人于 2021 年
1 月 9 日被押解至射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