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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所在的自贡市高新
区红旗乡东湖社区负责人甘
书记说，小区停车场纠纷出
现后，部分业主对业委会成
员进行围攻和骚扰，导致业
委会成员因担心自身安全采
取了回避的方式。目前该小
区已由社区临时予以代管。

甘书记说，在反对人行
道停车场租赁中，部分业主
对停车场设备予以了损坏。
经公安机关鉴定，损坏的财物
估值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
准。目前警方正在侦破之中。

甘书记表示，社区将积

极就停车场纠纷进行协调，
并征集业主代表参加。同时
尽快指导成立业主大会，选
出新一届业委会，使小区管
理尽快进入正常状态。

针对上述情况，业主们认
为：即使业委会要提出辞职，
也应该在妥善处理好遗留问
题，并在业主监督下办理了移
交手续后离开，而不能像现在
这样一走了之。“毕竟，小区还
有许多公共事务需要业委会
向大家作出交待和解释。”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陈
章采 刘恪生 摄影报道

华夏回报混合A
今年来收益夺冠

今年以来，市场延续震荡走
势，也为投资者甄选金基提供

“标杆”。特别是一些基金在股
市波澜不惊的环境下，坚持价值
投资理念，精选个股集中发力，
仍然为投资者创造了稳健的投
资回报。其中，Wind数据显示，
截至6月18日，华夏回报混合A
今年来净值增长率为15.96%，在
同类中排名第一。

华夏回报混合 A 致力通过
正确判断市场走势，合理配置股
票和债券等比例，选择价值型股
票和债券投资品种。其中，股票
投资方面，该基金坚持使用基本
面策略，自上而下精选个股，在
投资操作上，回避估值高的伪增
长股票，挖掘估值合理、业绩良
好的公司并长期持有，不盲目跟
风，不追短期趋势，行业方面看
好白酒、家电等稳健增长行业的
龙头公司，力争追求基金稳定的
同时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

展望后市，华夏回报混合 A
的基金经理在基金最新定期报
告中表示，市场仍将以震荡为
主。国内经济企稳回升、供给侧
改革逐步深入、国企改革试点等
有利因素将给市场带来一定结
构性机会。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华西城市读本讯（胡勇
记者 刘恪生）近日，富顺县教
育局脱贫办在走访中了解到，
所帮扶的贫困村长滩镇青苔
村丰收的青椒陷入销售低谷，
已成熟待收的青椒出现滞销，
这一信息让教育局帮扶责任
人有些着急。最终，在县教育
局 的 帮 助 下 ，该 贫 困 村 的

2400斤辣椒全部销售一空。
经县教育局协调联系，6

月19日，长滩镇青苔村2400
多斤新鲜青椒卖到了教育局
机关、富顺一中、城关中学、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北湖实
验学校、华英实验学校等城
区学校伙食团，同时，教育局
干部职工还进行了认购。

“这不仅拓宽了销售渠
道，也开阔了我们的思路。”
富顺华雲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介绍，青苔村贫困户以土
地流转入股该公司，为加快脱
贫攻坚工作步伐，今年，青椒、
玉米、苦瓜种植面积扩大到近
100亩，眼下正是丰收出售时
段，但销售却陷入低谷。

此次通过县教育局“搭
桥”，缓解了滞销难题，也打
开了下步销售思路。据县教
育局局长廖刚华介绍，此次
联系认购贫困村滞销蔬菜也
是扶贫措施的创新，今后将
建立完善机制，鼓励贫困户
发展种养业，促进帮扶村稳
定增收脱贫。

立足节能减排强化优质服务
内江供电公司获市民点赞

华西城市读本讯（黄果 实习
记者 马梦飞）“供电部门想得真
是周到，上门为我们开展节能诊
断，针对我公司的用电方式出点
子、拟措施，服务真是没得说。”6
月以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用电服务人员针对如
何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如何为企
业减排增效等客户关心的问题，
主动上门为大客户企业夏季节
能生产出谋划策，大家对供电员
工上门宣传节电知识、提供节能
服务表示赞赏。

据悉，客户服务中心在做好
供电服务的同时，重点做好各企
业用户、大客户和重要客户节能
减排工作。该中心实行督察指
导机制，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节能
减排宣传和技术指导，帮助企业
挖掘“节能减排”潜力；不定期对
企业的用电设备进行“全面体
检”，根据企业实际，提供节能降
耗的建议和意见；把好业扩报装

“入口关”，严格执行国家节能减
排政策，客户新装和增容时，认
真调查核实客户用电设备容量，
详细了解生产用电情况，协助用
户 合 理 配 置 变 压 器 等 配 电 设
施。同时，该中心还积极向客户
宣传电力节能产品，引导客户多
使用、多投入节能电气设备，达
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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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城市读本讯（付云
春 陈圆圆 记者 刘恪生）两名
共同租住在资阳一家宾馆房
间内的云南籍男子姜某、余
某，“携手”走上了弯路，来到
自贡实施入室盗窃，几天时
间内便实施盗窃10余次，涉
案金额达数万元，盗窃所得
全被两人用于挥霍。近日，
经自流井检察院提起公诉，
两人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2016 年 11 月 14 日 5 时

许，被告人姜某来到高新区
南湖别墅区，采取翻窗入室
的 手 段 ，盗 失 主 罗 某 现 金
9500元，失主李某现金3300
元、灰色“苹果”牌 6SPLUS
手机一部。不久后，姜某在该
别墅区采取翻窗入室的手段
欲实施盗窃，后未找到合适盗
窃财物离开。随后，姜某在该
别墅区采取翻窗入室的手段，
盗得失主朱某现金300余元。

此次盗窃得手后，姜某
又连续多次作案。在姜某实

施盗窃的同时，其室友余某
也在四处作案。2016 年 11
月 17 日上午，姜某在自贡市
一旅馆内将盗得的价值8704
元的黄金饰品交给余某让其
代为销售，之后二被告人乘
车前往资阳市。2016 年 11
月18日2时许，姜某、余某在
资阳市雁江区一宾馆房间被
民警抓获。民警从二人的行
李箱中查获了被盗的黄金饰
品及两部手机和手表。

近日，经自流井检察院

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姜某、余某到案后能
够如实供述自已的罪行并自
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被告
人姜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并处罚金30000。被
告人余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
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
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3000元。

贫困村辣椒销路不畅
富顺县教育局帮助销售辣椒2400斤

“室友”共谋盗窃双双获刑

频遭业主质疑
自贡一小区业委会“撂挑子”

因反对业委会擅自决定小区公共事务，并对
小区公共收益提出疑问，两个月前，自贡市某小区
部分业主公开提出要罢免业委会（华西城市读本3
月13日曾予报道）。近日，本报再次接到业主反映
称，在小区诸多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
业委会居然玩起了“躲猫猫”，躲起来不见了！

据小区居民宋先生、彭
先生等多名业主反映，自从业
主得知业委会不经征求业主
意见，擅自决定将小区外围
人行道停车场低价出租后，
多数业主就对业委会成立以
来的诸多公共事项提出质
疑，并要求罢免现有业委会。

业主们说，业委会面对
业主质疑和反对，先是采取
不理不睬的态度，后来又强
词夺理。最近干脆就躲着
不和大家见面，打电话不
接，躲起猫猫来了。

根据业主指引，华西城
市读本记者找到业委会办公
室，大门紧锁。业主介绍说，
过去大门上贴有业委会成员

的电话，现在也被撕掉了。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上

一次来小区采访，就是根据
小区业委会公告橱窗里的
电话与业委会负责人取得
了联系。现在“业委会成
员”一栏则完全空白，所有
业委会成员的照片和电话
均已撤除。

业主们说，业委会没有
征求业主意见擅自与第三
方公司签订人行道停车场
租赁协议后，业主们已经和
第 三 方 公 司 多 次 发 生 冲
突。“现在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他们（业委会）就躲起来
了。这是对整个小区几千
名业主不负责任的态度。”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联系
到业委会主任杨建英，杨建
英表示，因担心自身安全得
不到保障，自己已经于 6 月
2 日向社区和乡政府提交了
辞呈。

杨建英称，业主们对人

行道停车场租赁提出反对
后，部分业主对业委会成员
及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和威
胁，并采取打砸方式损坏了停
车场收费设备。因为担心人
身安全，她决定辞去业委会主
任职务，并提交了辞呈。

业委会 担心人身安全已经提交辞呈

社区 暂时代管小区积极协调处理

业委会成员资料全部被撤下。

业委会办公室大门紧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