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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下发通
知，自 2020 年 8 月 1 日开始，启动残疾军人证、伤
残人民警察证、伤残预备役人员民兵民工证、因公
伤残人员证 4种证件换发工作。新证换发工作为
期一年，至 2021年 7月 31日结束。从 2021年 8月 1
日起，旧证作废。换证期间，新旧证件均有效。

通知明确，残疾人员持旧证和个人照片到县
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换证。为不影

响残疾人员按规定享受交通、旅游等优待，本次换
证采取以旧证换新证的方式进行。

新版证件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统一印制，使用
更为环保的纸张制作，采用荧光纤维、固定水
印、开窗式安全线等多种防伪技术，植入高频芯
片写入残疾人员基本信息，整体提高了证件质
量，能够更好保障相关对象优待待遇落实及合法
权益维护。

8月起全国统一换发残疾军人证等证件

本报讯（李琳）近日，陕西省疾控中心提醒公
众，号称纯天然、原生态、现挤现卖的生鲜乳看似
新鲜，其实存在着很大的食品安全隐患，我省今
年已经发生多起由于喝未经消毒的牛羊奶感染
疾病的病例。

首先，生鲜乳直接售卖易导致人畜共患病的
传播。研究证实，没有经过加工的生鲜乳中藏有
近百种致病菌，通过牛羊奶传染人类的疾病有结
核病、布鲁氏菌病（布病）、伤寒副伤寒病、大肠菌
病、沙门氏菌病等 16种之多。为了追求所谓的原
生态而饮用未经灭菌的乳制品或生鲜奶，则成为
了儿童感染的常见途径。

此外，生鲜乳的销售条件还会严重影响乳品
质量。《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生鲜乳
应当冷藏，超过 2小时未冷藏的生鲜乳不得销售。

市场上零售的生鲜乳缺乏必要的冷藏设施，也不可
能做到鲜奶挤出后 2小时内降温至 0-4摄氏度，因
此鲜奶极易腐败变质，引发食品质量安全事件。

还有就是对生鲜乳售卖者监管缺失，这些鲜奶
未经检验，甚至存在含有兽药残留、细菌超标等不
合格的现象。

省疾控中心提示，从营养和卫
生两方面来说，买这种生鲜乳都
是得不偿失的，强烈建议不要喝来
源不明的生奶。如果是自己家里
的牛羊奶，饮用之前也一定要“煮
三沸”，由于牛羊奶比较粘稠，沸点
低，所以加热时要等到冒泡离开火
源，等泡沫下去后再加热，如此三
番才可以安全饮用。

未经消毒的生鲜乳要慎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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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兴文贺兴文（（中中））指导员工对造型图纸进行粘贴指导员工对造型图纸进行粘贴

从麦田里的普通麦秆，到
成为国礼的民间手工艺术品
麦秆画，从学一门手艺养家糊
口，到成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这番华丽变身，贺兴文用
了 40 年的时间。他始终秉承
一颗匠心，执着坚守，潜心钻
研麦秆画传统技法，不断推陈
出新，让这一古老的传统手工
艺重放异彩，不断传承下去。

非遗艺术品只有与传统
文化融合起来，就有了生存的
土壤。多年来，贺兴文麦秆画
形成了线条流畅、刻画细腻、

设色典雅的艺术风格，大胆吸
收了国画、剪纸等艺术表现手
法，采用 30 多道工序精工细
雕，还拓展了花卉、风景、建筑
等多种题材。他制作的“清明
上河图”“盛唐风情”“陕西八
大怪”“关中风情”等麦秆艺术
品，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他还在原有座屏、屏风、牌匾
等基础上，研制出了“麦秆画
瓷瓶”，增强了麦秆画的适应
性和普及程度，使这一千年传
承技艺得到了创新发展。

崔正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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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家车数量的激增，人们开
车去探亲访友已习以为常，被小区物
业收取停车费也见怪不怪。那么，物
业收取停车费是否合理合法？其收取
的费用应该归谁支配？带着这些问
题，笔者采访了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赵良善律师。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
楚停车费的性质。”赵良善开门见
山。他说，小区停车费由两种费用组
成，一种是土地使用费，一种是管理
费。两种费用的收费依据与收费主
体是不同的，分四种情形：

如果建设单位将规划的整个停
车场以车位形式出售或赠送给业主，
则各个车位属于购买或接受赠予的
业主所有。因车位属业主所有，物业
公司则无权收取土地使用费性质的
停车费。但物业公司对车位等进行
了维护管理，故不少小区针对车位单
独收取了物业管理费。

如果建设单位将停车场的车位
出租给业主，则停车场的所有权归建
设单位所享有，而使用权归承租车位
的业主享有，业主交纳的费用是车位
的使用费。该费用的标准由业主和
建设单位在合同中具体约定。

物业公司经过建设单位的授权
之后是可以代替建设单位向业主收
取停车费的，但此时的停车费标准也
不是由物业公司决定，而是由业主和
建设单位在合同中具体约定。也可
以说，物业公司此时是没有权利要求
收取小区停车费的。

如果建设单位在出售房屋时，将
停车场的建设费用分摊到每个业主，
即业主所付的房价中实际包含了停
车场的分摊费用，则停车场的所有权
应归全体业主共有。

那么问题来了，停车位权属究竟
归谁？

赵良善介绍，民法典规定了两种
确定停车位权属的方式，即根据约定
确定和根据法律确定。民法典第二百
七十五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
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
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
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

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
有。”因此，如果小区规划中没有设置
停车位，后来设置了停车位，而且是在
小区业主共有的场地或道路上设置
的，其权属应归业主共有。

“业主自购车位的权利如何？”针
对提问，赵良善说：“首先要看小区物
业公司收取停车费的性质是什么。从
买了车位、不需要收取登记车辆的停
车费的角度来看，业主所享有的权利
应该是对车位的使用权，即业主对车
位享有占有的支配权，那么业主将未
登记的车辆停放在自己的车位上，也
是不应该收取费用的。这种使用权的
本身是业主的权利，不应将上述使用
权与特定车辆进行挂钩。如果物业公
司认为是对未登记车辆进入小区的一
种临时管理，那么物业公司进行收费，
就应该形成临时管理所相对应的权利
义务关系。这种临时管理关系中，业
主应享有就自购车位上自主停放其所
有或使用车辆的权利，物业公司则提
供该车位上的车辆保管服务。”

赵良善补充说，物业公司的物业
管理权来自全体业主的授权。因此，
如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有合同，并且
合同中有约定，就应该按照合同约定
执行；如果双方没有合同约定，而现
行法律中又没有强制性规定，物业公
司单方面规定业主登记车辆数、未经
登记的车辆不能停放或停放需收费
等对业主作出限制，不但不符合法律
规定，还有侵犯业主权利之嫌。

“搞清楚以上规定，再回到‘小区
停车费收益归谁’的问题上。”赵良善
说，依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建设单
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
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如
物业服务企业利用小区空地用作停
车场产生的收入、建设单位利用建筑
物外墙面产生的收入等，应当属于业
主共有。在民法典颁布前，我国法律
对此规定不明确，经常发生争议。
民法典的规定更好地保护了业主的
共有权，使其包括了收益权。这也
意味着物业服务企业等利用业主共有
部分产生的收益全装进自己腰包的时
代已经结束。 （成全勃）

最新通过的民法典中，有关物业的表述掷地
有声，既内涵丰富又态度鲜明，回应了长久以来
群众的普遍呼声，为今后与物业相关的矛盾纠纷
处置指明了方向。

这些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由物业公司
管理的商品房小区成为城市主流居住模式。小
区业主与物业的矛盾逐渐上升为基层治理的难
点与痛点。

日常工作消极怠工，无法提供与物业费相匹
配的服务，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差；小区公共空间
被肆意侵占牟利，在公共场地划上停车线就能堂
而皇之地收取车位费；电梯间、公共走廊广告展
位出租后收入用途不明……提起部分物业的所
作所为，不少群众一肚子苦水。

民法典中有关物业的表述，与群众的呼声相

契合，其出炉令人欢欣鼓舞。当然，面对物业长
久以来的沉疴积弊，指望一蹴而就解决所有问题
并不现实。在民法典勾勒出制度设计框架的基
础上，更需要物业办、居委会等相关部门真正履
职尽责、令行禁止，落实严格的监管举措，将物业
普遍存在的违规操作关进制度规范的“笼子”，促
使物业回归服务的初心。

在当前，真正落实物业“能进能出”，是提升
物业服务质量的关键之举。当物业服务确实难
以满足小区绝大多数业主的需要时，业委会就有
权行使“弹劾”权，通过更换物业保障业主的共同
利益。业委会权利的顺利行使，又有赖司法机
关、物业办等多方的共同呵护与支持。只有参与
各方各司其职，民法典中有关物业的条款才能落
地开花。 （毛振华）

物业不应是城市“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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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陕西
工人报社对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严格
审核，现将报社符合申领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期:
2020年7月22日-2020年7月28日
监督举报电话:
029-85225382 029-85223101
陕西工人报社申领记者证人员名单：
林 萍 牟影影 王 静 赵院刚

关于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的公示

本报讯（张彦刚 朱蕾）今年我省高考于 7月 24日公
布成绩及录取分数线，随即提前批次、单设本科、本科一
批、高职单招志愿将在 7月 24日 12时至 7月 27日 12时
填报，二批本科志愿在一批本科录取结束后填报，高职
（专科）志愿（不含艺术类、体育类专科）在本科二批录
取结束后填报。

据了解，对于考生及家长最为关心的各批次志愿
如何设置等问题，我省今年高考实施方案中对此进行
了规定。

据悉，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分提前批次、单设本科批
次、本科一批、本科二批、高职（专科）批次。考生在考试
成绩、位次和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之后，

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
网填报志愿。

参加提前批次录取的文史类、理工类本科院校和专
业包括军队院校、公安本科专业、司法本科专业、中国消
防救援学院；免费医学定向生；国家公费师范生；定向就
业免费师范生；部分高校本硕分流培养专业、卓越班、基
地班；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其他有特殊要求的本
科院校及专业，分A、B、C三段，投档录取按三段顺序依
次进行。另外，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参加提前批次录取。

本科一批设6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
本科二批设12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高
职（专科）设8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设6个专业志愿。

我省今日公布高考成绩及录取分数线

据中工网 7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发展
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强化对消费者、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特
别提到加强对网约工、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权
益的司法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
介绍，《意见》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标准市场
体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市场主体、产权保护、公平
交易、市场秩序、民生保障、服务开放、高效解纷等 7
个方面，提出了 31条贯彻意见。

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意见》提出，推动完善更
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互联网+”领域涉
及的产品质量、旅游消费、教育培训等消费纠纷案件

的审判力度，依法认定设置消费陷阱或者霸王条款
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促进就业方面，《意见》要求坚决纠正就业中
的地域、性别等歧视，维护劳动者公平就业权利。
保护劳动者创业权利，注重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
观念，推动健全网约工、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
的权益保障。

《意见》强化司法救济，依法支持劳动者和弱势
群体在工伤、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合理诉
求，解决养老保险参保率低、断保、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不畅等现实问题。落实统筹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
要求，继续深入推进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
点，适时修订相关司法解释。

加强对网约工等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的司法保障
最高法、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意见》

本报讯（朱雪娇）7月 21日，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召开2020年上半
年全省住房保障工作点评会。截至
6 月底，我省棚户区改造新开工
1.0585万套，占年度计划的70.57%；
棚改基本建成 0.6463万套，占年度

计 划 的 85.01% ；发 放 租 赁 补 贴
3.0229万户，占目标任务的76.97%，
总体进展好于去年同期，保障性安
居工程完成投资63.68亿元。

今年上半年，省住建厅会同有
关部门认真审核各地项目计划，确

定 2020年棚改新开工计划 1.68万
套。并进一步加强棚改资金支持及
管理，积极向国家争取棚改专项债
296亿元，重点支持棚改续建项目，
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下达棚改
基础配套资金9.9288亿元。

我省棚户区改造新开工1万余套

佛坪打造大熊猫国家公园特色小镇
本报讯（高振博 吴昌）7月22日，大熊猫国家公园

（秦岭）特色小镇在汉中市佛坪县揭牌。
佛坪打造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特色小镇旨在落实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更好地保护以大熊猫为代表的秦岭珍稀野生动物，
促进秦岭生态环境系统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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