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A 公司在某市开发建设了

一个住宅小区。根据该公司在当地城

乡规划局报建修建性详细规划，小区室

外摩托车位94个、室外汽车位22个，并

在其上标注“小区内室外停车位权属归

开发商所有”。

其后，A 公司与李某等人签订《车

位权属（国有土地使用权）代转让、出租

合同书》，委托李某等人对小区内室外

停车位负责出租、管理。对此，小区业

主委员会及物业公司，就小区内的室外

停车位的权属与A公司发生争议，遂诉

至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

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

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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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审理发现，该小区除了涉案室

外停车位外，再没有其他的车位或车

库。因此，涉案室外停车位应先满足业

主需要。A 公司把涉案室外停车位交

给李某等人代转让、出租，明显违反“应

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的法律规定，

该代转让、出租不具合法性。

本案当中，购房合同并未明确约定

涉案室外停车位归A公司所有。此外，

购房合同通常为开发商单方起草的格

式合同。依格式合同解释规则，发生纠

纷时，应当作出不利于开发商的解释。

因此，车位、车库的归属，有约定的，按

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属于业主共有。据此，法院最终认为涉

案小区的室外停车位权利归小区业主

共有。

（摘自《人民日报》）

小区室外车位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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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鸡蛋有讲究
鸡蛋的烹饪方法有很多种，其

中煮鸡蛋最为常见。很多人都认

为煮鸡蛋操作简单，但讲究并不

少，特别是关于时间的把握。下

面，笔者就为读者介绍一下如何正

确煮鸡蛋。

鸡蛋煮的时间太久会导致其

中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等营养

素被破坏，还会致使脂肪酸、胆固

醇发生氧化。鸡蛋中含有的不饱

和脂肪酸，如亚油酸、花生四烯酸

和 DHA 等，本就容易被氧化，在加

热的过程中，随着温度上升，氧化

反应的速率加快，氧化后的不饱

和脂肪酸进入人体会增加自由基

产生，甚至会破坏 DHA 和细胞结

构等。

鸡蛋煮的时间太短存在安全

隐患，若加热不充分，不仅不能有

效杀灭其中的沙门氏菌等有害菌，

还不能去除鸡蛋的生物素结合蛋

白等抗营养物质。

那么，鸡蛋煮成什么样最好呢？

一般来说，最好的状态是：蛋清已经

凝固，而蛋黄刚刚凝固，且质地软

嫩、颜色金黄。蛋清、蛋黄凝固，说

明此时中心温度可达到 70℃左右，

沙门氏菌已被杀灭，抗营养物质也

能被去除；蛋黄刚微微凝固说明

煮的时间不会过久，这时候营养

物质的氧化程度相对较低。以下

是煮鸡蛋的时间表，读者可以作为

参考：

1.煮沸两分钟，此时的蛋黄仍

呈橘红色，刚开始有点胶黏感，未

熟；

2.煮沸四分钟，蛋黄呈明黄色，

柔软，中心为半固态，刚熟；

3.煮沸五分钟，蛋黄仍呈明黄

色，中心为凝脂状，中等熟；

4.煮沸六分钟，蛋黄中心固化，

外周已经开始变干，全熟；

5.煮沸超过七分钟，蛋黄变硬，

边缘发灰，且时间越长越明显。

煮熟的鸡蛋从锅里拿出来后，

要立即用凉水冷却，否则残余的温

度会让鸡蛋继续加热而变老。

（王莹）

很多刚刚退休的老年人会感觉

像是被社会淘汰了，心理不太平衡，

每天胡思乱想，这时候就可能会出

现抑郁障碍。其实，老年人在刚退

休时就应该多做一些比较感兴趣的

事情，比如下棋、打太极、锻炼身体，

或者玩一玩乐器等，即使以前没学

过，也是来得及学习的。如果什么

都不去做，整天胡思乱想的话会导

致心理落差太大，容易抑郁。那么，

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够预防老年抑

郁症呢？

运动预防
很多老年人是因为孤独而产生

抑郁的，多参加集体活动将有助于

缓解这种状况，因此，家人们不妨鼓

励老年人多参加集体活动，例如打

球、跳舞等运动对锻炼身体、放松身

心、缓解抑郁有着重要的作用。

食物预防
研究证明：血清胆固醇低于正

常者，出现抑郁症状的相对危险性

明显增高。血清胆固醇的来源基于

膳食，即膳食胆固醇的多少决定血

清胆固醇的高低。因此，预防老年

抑郁症也可以从饮食方面入手，注

意荤素搭配，补充营养。

心理预防
其实老年人最需要的，就是子

女给予精神上的关心，特别是那些

老年抑郁症患者，更需要家人的支

持和帮助。因此，年轻人要多抽空

与家里的长辈们交流、沟通，给他们

以精神安慰，这对预防老年抑郁症

可以起到明显的作用。

（王莹）

如何有效预防老年抑郁症
健康大厂 健康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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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这一年，我们的生活会

发生怎样的变化，又有哪些民生新举措

将温暖你我的小康生活？

2020，决胜脱贫攻坚战
2020年，我国将集中兵力打好深度

贫困歼灭战，政策、资金重点向“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落实产业扶

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措施，严把贫困人口

退出关，巩固脱贫成果。

目前，“三区三州”还有贫困人口

172万人，贫困发生率8.2％，是“最后的

贫困堡垒”。

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将

继续较大幅度增长，重点支持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我国将对脱贫攻坚开展

常态化督导，对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

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完成剩

余贫困人口和贫困县的脱贫摘帽任务。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2020 年，我国要重点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完善相关治理机制，抓

好源头防控。

生态环境部表示，坚持不断加强能

力建设，保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建立健全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

要全力以赴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

战，以打赢蓝天保卫战为重中之重，着力

打好碧水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推动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加强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

建设。要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动

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

意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持续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2020年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四个

最严”要求，聚焦米面油、肉蛋奶、果菜茶

等大宗食品，持续开展乳制品、肉制品以

及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农药兽

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盯住

农药兽药残留超标和重金属污染等问

题，实现2020年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达

到98％的目标。

推进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压实

校长第一责任人责任，鼓励家长参与监

督，大幅度提高“互联网+明厨亮灶”覆

盖率，确保幼儿园、小学实现 100％覆

盖。各地要积极争取实现 2020 年食品

安全抽样检验量每千人4批次的目标。

大力推动企业向社会、特别是消费

者公开承诺，坚持自查报告、“黑名单”制

度，开展放心食品超市自我承诺活动，婴

幼儿食品、大型肉制品企业自查报告率

率先实现100％。

更多降价好药可医保报销
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于2020年1月1日

启用，更便宜的好药有望尽快到达患者

手中。

2019年国家医保谈判将70个新增、

27个续约药品纳入新版目录，平均分别降

价60.7％、26.4％。此轮调整后，新版目录

共收录药品2709个，与2017年版相比，调

入药品218个，调出药品154个，净增64个。

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要求，各省区市

药品集中采购机构要在2019年12月底

前将谈判药品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

上直接挂网。各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

要根据新版目录调入、调出药品情况加

快调整更新医保信息系统，制定结算管

理办法，保证新版目录及时落地。

网络“获得感”不断提升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网络

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和民生

运行的质量。2019年，我国正式发放5G

商业牌照，携号转网在全国范围内正式

推开，提速降费等一系列举措让百姓感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工信部提出，2020 年，稳步推进5G

网络建设，力争2020年底实现全国所有

地级市覆盖5G网络。同时，优化提升网

络供给质量，重点支持边疆和偏远地区

网络深度覆盖，继续做好网络提速降费，

特别是在扶贫助残领域实施精准降费，

抓好骚扰电话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

工信部提出，2020年，在降费方面，

着重推动降低制造企业宽带和专线资

费，加大扶贫助残力度，面向建档立卡贫

困户、残疾人等群体推出优惠资费，同时

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资费，推动港

澳方向流量漫游资费再降低。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更多降价好药可报销、网络提速降费……

2020，这些民生新举措将温暖你我

本报讯 （记者张娜）发现身边的

感动，推荐身边的模范。我县 2018—

2019 年度“身边好人”评选活动启动已

有一段时间。群众眼中的“身边好人”

是什么样子？祁各庄镇定福庄村民李

春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我最想推荐的助人为乐‘身边好

人’，他叫王小利。”李春生口中的王小

利是廊坊银行大厂孔雀城支行的行

长。说起两人的相识，还要从不久前的

一段小事说起。李春生告诉记者，那天

和老伴儿来县城诊所看病，老伴儿刚输

完液，自己出来打车，可是用手机怎么

弄也弄不好，只能干着急。

就在李春生站在路边火急火燎的

时候，他心心念念的“救星”王小利正好

经过。王小利说：“我在大厂支行开完

会，回去途中碰见一位老人求助，他想

打车，可是手机不好用，我就询问了一

下老人是哪儿的人，他说他是定福庄

人，我想着也没有多远，就这样把老人

送回了家。”

只是多绕了一段路而已，这在热心

肠的王小利看来微不足道。王小利说：

“其实就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我觉得

换成是谁都会这么做，谁家都有老人，到

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会伸出一把手。”

在同事看来，这件事同样是稀松平

常，因为“助人为乐”历来就是王小利身

上的闪光点。同事郭瑞告诉记者，这就

是件平平常常的小事，因为他一直都非

常的热心肠，看见谁需要帮助都会伸出

援助之手。

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个顺手而为的

小善举，让李春生这位古稀老人感受到

寒冬中的温暖。“咱们大厂就是好人多

呀，我是大厂人，我为大厂骄傲！”李春

生说。

小城故事多，大厂好人多。这样的

暖人瞬间，在大厂不止上演过这一幕：

满载货物的三轮车发生侧翻，过往行人

纷纷伸出援手，齐心协力将三轮车扶

正；因低血糖晕倒的老人在热心群众的

安抚下，症状得到缓解；七旬老人乘公

交时突发心梗，在公交司机等好心人士

的急速救援下转危为安……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汇集“小善”，就会形成强大

的社会暖流，汇聚社会正能量。层出不

穷的好人好事一幕幕接力上演，让大厂

这座“好人之城”温度不断升华，也让

“行善事、做好人”成为越来越多大厂人

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形成了崇尚美德善

行、弘扬好人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人人争当好人的浓厚社会

氛围，让美德之魂扎根大厂人心中，让

文明之花开遍大厂城乡。

好人就在身边 文明蔚然成风 全城迎初雪 扫雪齐动员

图为环卫工人在清除积雪。 何赛 图

本报讯 （记 者谭淼 李
月）瑞雪兆丰年。1 月 5 日晚，

2020 年首场降雪悄然而至，给

人们带来了喜庆的好兆头，但

也给交通出行带来不便。为排

除雪天安全隐患，保证道路通

畅，我县干部群众纷纷拿起工

具，走上街头，清扫积雪。

一大早，各部门的干部职

工走上街头，投入到城区积雪

清扫工作中。大家顶着寒风，

干劲十足，有的在前面扫除积

雪，有的在后面奋力铲冰，齐心

协力，很快就将道路两侧的积

雪清扫干净，不仅为群众出行

带来了方便，也彰显了干部职

工们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良

好精神风貌。县发展和改革

局科员郑春发告诉记者，一大

早单位同事们就都自发过来

扫雪了，单位门口和周边的雪

都扫干净了。国网大厂县供

电公司职工田耕说：“大家提

前上班，清扫积雪，方便群众

出行。”“清扫积雪为群众平安

出行保驾护航。”县公安局民警

宋长磊说。

在县城区，走到哪儿都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扫雪场景，各

沿街商户、物业公司也纷纷行

动起来“各扫门前雪”，身体力

行，传递正能量、展现新风尚。

在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

中 ，最 忙 碌 的 要 数 环 卫 工 人

了。迎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拿

起铁锨一锨一锨铲，挥动扫帚

一下一下扫，奋战在县城大街

小 巷 ，为 广 大 市 民 出 行 清 扫

“安全通道”，为县城增添了一

抹温馨橘色。县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管理所清

运队队长刘伟利说：“这次下

雪，我们早已做好准备。5 号

晚上，环卫工人冒雪施撒融雪

剂，防止路面结冰。第二天天

没亮，环卫工人又冒着严寒清

扫城区大街小巷的积雪，保证

群众出行安全。”

在县城集贸市场，县文
联“春联进万家”活动喜庆
开展。书画爱好者们泼墨
弄彩、笔走龙蛇，让一句句
寓意吉祥的话语和一个个
大红“福”字跃然纸上，并把
这些热情浓浓、翰墨飘香的
“年货大礼”送到群众手中。

李月 何赛 文/图

我是大厂正能量 争做文明大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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