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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二手房，里面还“剩”俩户口不愿“走”

这这家家人人买买房房一一年年多多落落不不下下户户
文/片 本报记者 钟建军

张女士委托中介，买了芝罘区兴隆街的一套二手房，在与房主签署的合同中规定，房主必
须将户口一同迁走。虽然后来房主的户口迁走了，但是张女士一家人仍没能将户口落下，原来
该房名下还“剩”两个户口，导致张女士一家一年来户口一直“漂”着。

楼下防盗门破损严重

业主有钥匙开不了门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王宁) 不到十年，住宅小

区楼下的防盗门就已经锈迹斑斑，业

主有钥匙常常开不了门不说，楼下的

门铃也经常“张冠李戴”，按了东家

的，却把西家的叫起来。近日，家住莱

山区岱山小区55号楼的居民被这“不

安分”的防盗门折腾得苦不堪言。

7日，记者来到岱山小区，这里的

楼建成不到十年，但此时55号单元楼

的楼门上侧镂空的部位已经锈迹斑

斑，门下侧的油漆多处脱落，以右下

角最为严重，部分漆面甚至还打起了

卷。

“这防盗门都不知道为谁服务

了，小偷撬门进来偷东西好几次了。”

楼上的住户张大妈告诉记者，有钥匙

的住户经常打不开门，因为开关不方

便，55号楼的防盗门经常虚掩着，挡

不住小偷，防盗门几乎成了摆设。

“对讲系统也失灵了。”在此居住

多年的一位业主称，楼下按门铃楼上

听不到或者铃声串到别人家的事儿

经常发生。

为什么防盗门坏得这么严

重？大部分居民认为防盗门破损

是人为原因引起的。“小偷来了好

几次，地下室门锁也被撬，防盗门

能不坏吗？”住户张大妈说。另一

位住户则称，因为55号楼和54号

楼之间是连着的，有住户为了方

便进出，故意把防盗门弄坏。

随后，记者来到岱山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负责人马主任表示小区建成

时使用的绝对是新门，“破损这么严

重，具体原因不清楚，但不排除有人

为破坏的因素存在。”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经费有限，

我们不可能给每个单元都更换新的

防盗门。”物业负责人马主任表示，防

盗门的厂家保修期为2年，日后如有

损坏，物业只能派人免费进行局部修

理。

住建局物业科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按照目前的规定，防盗门破

损只能由业主按比例出资，如果能确

定是人为破坏，可让破坏人负责维修

的相关费用。

看到“呼死你”系统

野广告还照样来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王宁) 消防安全警示牌

被野广告覆盖，屡次清理效果却不

明显，警务人员想用“呼死你”系统

镇住违规者，没想到贴野广告者反

把野广告贴到了“警示”上。

“宣传栏内严禁张贴广告，违规

者号码输入呼死系统。”烟台大学这

则醒目的红色告示格外引人注目。

记者了解到，“呼死你”又名网络电

话自动追呼系统，是利用通讯费用

低廉的网络电话作为呼叫平台，采

用国际先进网络电话通讯技术，可

以方便设置追呼的任何一部、任何

区域的固定电话及手机号码。

但是，这则“警示”并没有镇

住贴野广告者，在其中一块警示

牌上，记者看到，中间部分还存留

着未清理干净的野广告。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来清理这

些小广告，用浆糊贴的还好办，最麻

烦的是用强力胶粘贴的广告，只能

用水冲刷。”正在做消防安全警示牌

清理工作的孙警官对记者说。烟台

大学社区公安处，只好张贴“将违规

号码输入呼死系统”的警告。

负责消防安全工作的周队长告

诉记者，目前公安处尚未正式启用

呼死系统，该警告只是为了震慑野

广告的张贴者，但效果却并不理想，

消防安全警示牌还得依靠工作人员

定期清理。

15年献了15身血
志愿者们又把献血接力棒递给下一代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闫

丽君 实习生 宋佳 鄢冬)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

奖”的背后，是志愿者们的默

默奉献，有坚持献血15年将血

液换了15次的于军，有带领儿

女参加无偿献血的南刚志，也

有顶着压力献血的刘宗俊，更

有千万个无偿奉献的志愿者

的努力。作为个人，他们将热

血播撒；作为团队，他们又将

爱心传扬。

将浑身血液

换了15次

继1999年摘得“无偿献血

奉献奖金奖”之后，今年于军

再次捧回金奖奖杯。她，一个

个体经营者，从1996年第一次

献血到如今，十五年间，累计

献血达60000毫升，相当于把

全身血液换了15次。

对于眼前的这些荣耀，于

军说不值一提，但是她曾让母

亲担心了七年。

“但是为了不打击我献血

的积极性，母亲从来不在我面

前提。我是一次在背后听见母

亲跟别人说的。”

就在2003年非典期间，6月

于军献了血，8月就怀孕了。直

到第二年，健康活泼的女儿顺

利出生，母亲一颗悬了七年、

担忧了七年的心才终于落

地……因为这让于军全家认

识到献血不但无害，还是公益

事业。从此，于军一家17口人，

除了年龄不达标或者超过年

龄限制的，除了晕针的，全家

现在共有9口人参与无偿献

血。

把无偿献血接力棒

递给下一代

说到献血，谈到于军，就

不得不提一提她的女儿李艾

颖。今年年仅8岁的小艾颖，已
经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两年

了，也是市中心血站无偿献血

红色爱心之家里年纪最小的

志愿者。

当年小艾颖过一周岁生

日，就是在陪妈妈献血的过程

中度过的，从此小艾颖便有了

另一个名字———“血液宝贝”，

这也成为了她最有意义的生

日礼物。

同样地，另一位金奖获得

者南刚志，在自己献血的同时

也不忘带儿子献爱心。就在铎

铎刚刚19岁那年的寒假，南先

生就鼓动儿子随自己一起去

做点贡献。当铎铎很高兴地随

父亲一起来到市中心血站开

始抽血时，铎铎开始发晕了。

“原来儿子不适宜献血，他有

溶血现象。”南先生这才明白。

为了不让妻子季丽新担

心，南先生和儿子悄悄地定了

一份“父子之约”：不让妈妈知

道爸爸私自带着儿子去献血，

直到有一天，妻子季丽新主动

要求南先生带儿子也去献点

血，做点贡献时，南先生才说，

儿子已经献过了。

希望更多人

参与无偿献血

除了于军和南刚志之外，

还有更多的志愿者捧起了“全

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奖”沉甸

甸的奖杯。为了稳定和扩大志

愿者的队伍，2009年12月4日，

烟台市“红色爱心之家”成立，

起初只有40多个志愿者。

后来经过志愿者们的不断

努力，经过2年时间的发展，现

在小队已经有300多位志愿者，

参与无偿献血的人数达150多

人。

现在，志愿者们的献血压

力很大，越来越高的用血需求
让他们迫切需要稳定并扩充

献血志愿者的队伍，志愿者们

呼吁有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无
偿献血志愿者队伍中。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闫

丽君 实习生 宋佳 鄢冬)

日前，记者从相关部门获

悉，在“2008-2009年度全国无

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

上，烟台市第六度喜获“全国

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奖”，并有

614位各界人士获得“个人奉

献奖”，其中，获金奖者202人，

银奖107人，铜奖305人。

此前，我市曾五次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奖”，

市公交公司等五家企事业单

位，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

促进奖单位”荣誉称号；无偿

献血者于军、南刚志等350多

位公民先后荣获“无偿献血奉

献奖之金、银、铜奖”和“无偿

献血特别促进奖”等各种奖

项。在2008-2009两年间，特别

是在暴雪冰冻等恶劣天气，及

保障青岛奥帆赛等重大活动

的血液保障工作中，广大市民

更是做出了积极奉献。

格相关链接

烟台六度荣膺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

买房一年多

一直落不下户

“2009年底，在这儿买的房
子，虽然事不大，但在我们家

却是一件大事。”7日上午，家

住芝罘区兴隆街34号楼的张

女士说，以前家住毓璜顶医院

附近，由于要拆迁，她花了60

多万元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

本以为买房子交完钱，过完

户，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却没

想到出了这些麻烦事。2010年

为落户口这事忙活了一年，最
后户口还是没有落下。

“花这么多钱，买房子，房
子里还有别人的户口，住着心

里很不踏实。”张女士说，其实

年龄这么大了，只要有身份
证，到哪里都无所谓，但就是

担心“这样以后会有麻烦”，她

们一家的户口一直落不到房
子上，她很烦恼。

二手房里

还“剩”俩户口

张女士说，当时买房的时

候，找了一家房产中介，所有的

手续都是中介帮忙办理的。当时

房产中介暂扣原房主一万元钱，

待其将户口迁走时，才能归还。

后来她询问，户主是否已将户口

迁走时，该房产中介表示，他们

已去芝罘区兴隆街派出所查询

过，户主已经把户口迁走了。

但是，2010年，她去兴隆街

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时，却被告

知无法落户，这所房子还剩两个

户口。这让张女士十分纳闷，查
询后得知，这两个户口原来是原

房主女儿以及外甥的户口。

她将此事告知这家房产
中介后，工作人员也十分配

合，积极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谁的过失导致出现这种

情况，张女士不想深究，她就

想赶快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原户主与女儿

一见面就打架

记者联系到原房主孙女士，

她也很想让女儿将户口迁走，但

是女儿根本不听她的，母女两人

只要一见面，就打架。

孙女士说，她家有三个女

儿一个儿子，儿子生活不能自
理，今年她已经75岁了，身体

情况越来越不好，为了将来有

人能更好地照顾儿子，她决定

将原先住的大房子卖了，买一
个小房子，谁照顾她儿子，就

得到房子和钱。这个决定使她

与女儿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

那家中介公司工作人员曾

与孙女士、孙女士的儿媳、新房
主，一起去找过孙女士的女儿，

让她将户口迁走，没想到一见

面，孙女士母女两人没说几句

话，就打起来了。“不是户主孙女

士不想迁，是她的女儿根本不
迁。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现

在。”新房主张女士很无奈。

派出所：

双方签订协议后可落户

自己买的房子为什么不
能落户？记者来到芝罘区兴隆

街派出所，户籍科工作人员表

示，这种情况张女士可以落

户，但前提是，双方当事人都

要来派出所，把情况说明白，

就户口问题达成一致，然后签

订相关协议，给派出所备案。

随后，记者联系到原房主孙

女士，孙女士说，这件事她也很

烦恼，“可是女儿根本不听她的，

一点办法没有”，今天上午还给

女儿打过电话，打通了就是不
接，现在干脆不接电话。

张女士表示，如果孙女士

的女儿家庭生活确实困难，可

以协商后，同意孙女士的女儿

将户口挂靠在她家。但是她们

母女关系不好，她担心以后会

有麻烦，所以她一直坚持让其

将户口迁出。

律师说法：

违约方应履行应尽义务

张女士可不可以将其起

诉，强制要求孙女士的女儿将

户口迁走？

随后，记者来到山东平

和律师事务所咨询了王洪刚

律师。王洪刚认为，户口的相

关问题，属于刑事管理，关于

这个问题，法院一般不予受

理。

但是买房遇到有关户口
方面的问题，可以从当事双

方是否违约合同的角度着手

处理，如果合同一方有违约

责任，可根据合同约定，将违
约方起诉，让违约方履行应

尽的义务，让其将户口在规

定的时间内迁出。

张女士拿着让律师起草的起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