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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个问题，新区汉沽物业

办工作人员表示，按照《物业管理

条例》的相关规定，地下车库产权

属于开发商，是租还是售决定权也

属于开发商，与物业无关，物业无

权做出决策。

物业办表示，街道可以组织物

业办、物业、业主、开发商进行联席

会议，一起商量停车费以及车位租

售问题。 记者 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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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餐食中还是文字里，奇妙的

“鲜”字，充满着人类对食物的无限向

往。蛋白质是鲜的主要来源，一般而言

食物中蛋白质的含量和呈鲜物质的含

量成正比关系。鲜味物质普遍存在于

我们最日常的食物中，比如海带中存

在大量的谷氨酸盐（氨基酸类）、蘑菇

中含有大量的鸟苷酸盐（核苷酸类）、

贝类中含有琥珀酸盐（有机酸类）、鸡汤

中则含有丰富的呈味多肽（复合鲜味剂

类）和游离谷基酸。太太乐产品则是以

鸡肉、鸡汤、鸡蛋作为主要原材料进行

产品制作。

汤汁往往是鲜味的最佳载体与表

现手法。现代饮食中，鸡汤是一种最基

本的汤汁，由于鸡肉中含有的游离谷氨

酸较多，以至于在用量较少的情况下能

使汤汁提鲜效果好而被大家所喜爱。

太太乐利用鸡肉、鸡汤、小葱等生鲜动

植物原料开发的鸡风味增鲜调味料（鸡

精、鸡粉、鸡汁等），很好地还原鸡汤的

调味功能，又使消费者体验到菜肴方

便、快捷提鲜的烹饪享受。

从陶器、青铜、铁器、瓷器……我

们的餐厨烹饪经历了本味法、和味法、

调味法、复合味法、增鲜法等不同烹饪

方法的转变，这一系列烹饪方式的飞

跃也带动了人类更高阶的鲜味体验和

营养摄取。从池田菊苗从海带中提取

出谷氨酸钠到荣耀中先生带领团队创

造出新一代的风味型复合调味料—太

太乐鸡精，“增鲜”方式在不断的丰富

完善。同期，鲜味科学的健康知识也

在各个角度大面积的传播当中，位于

上海太太乐厂区内以鲜味科学为主题

的“鲜味博物馆”正式启动再次改建，

届时广大消费者可莅临厂区畅游“鲜味

之旅”。

舌尖上的“鲜”

广告

在第40个国际植树节来临之际，由苏

宁公益发起，携手华帝共同举办的“苏宁

公益植树阳光行”活动于3月10日在津南

区名洋湖都市庄园举行。

苏宁公益活动主办方表示，越来越多

的朋友开始关注到环保的重要性并投身

其中，目前大热的“网络植树”活动就凸

显了大家参与环保绿化的热情；不过，苏

宁还是希望每年开展一次“真实的”植树

活动，让大家亲手动手体验植树的过程，

才更能深刻的体会到植树造林的不易。

而除了植树活动本身，苏宁公益还为

所有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定制了特色农家饭

体验、手语课程、纯绿色蔬菜大棚采摘等有

意思的活动，让参与者暂时抛却生活中的

烦闷，享受美好环境带来的舒适感受。

苏宁在名扬湖畔义务植树百株

广告

随着假期的结束，不少求职者也踏上

求职之路，开启了新一年的打拼。在58同

城、赶集网、中华英才网、招才猫等平台

上，许多企业利用这一年中的“黄金招聘

期”，吸引各类人才“落户”。

为了满足企业用工，不少企业都增

加底薪和福利。 某招聘方介绍，最近

收到不少简历，可能主要原因是底薪高

吧。但由于目前招聘市场情况比较透

明，同类企业类似岗位给出的待遇差不

多，所以想换岗位的求职者都处于观望

状态。此外，节前领完年终奖的跳槽族

们,也重新投入职场,寻找一份薪资更丰

厚、发展前景更广的工作。但选择跳槽

的 求 职 者 比 较 理 性, 基 本 上 不 会 选 择

“裸辞”。

年后“黄金招聘期”各企业加大招聘力度

广告

时报讯（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我们小区

围墙外好多大树，都是长了好多年的，可最近

树枝全被锯了，太可惜了。”近日，市民李女士

给本报打来电话反映，自家小区附近成排大树

突然被剃成了“光头”，居民都觉得挺可惜的，

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李女士家住新华里，上周末，她突然发现

有人用电锯将小区墙外的大树树枝逐一锯

断，树枝散落一地。3月10日上午，根据李女

士所指的位置，记者来到新华里 1 栋附近看

到，这里确实正在进行剪枝作业，工人正在用

电锯将大树树干的树枝全部锯断，现场散落

着大量树枝。

新华里的居民告诉记者，这些树木长了很

多年，树干粗壮，夏天的时候，这些大树枝叶茂

密，树荫成片。“夏天出门大树能遮荫，都砍秃

了多难看啊！”李女士说。居民们都不明白为

什么要把树砍成这样。

记者从现场工人处了解到，他们正在对

这些大树进行修剪，主要是因为树木有比较

严重的病虫害。另外，树势衰弱，树木顶端的

部分树枝已经出现了朽败的情况，随时可能

掉落砸到周边居民，修剪之后能促使树木更

新复壮。

成排大树被“剃头”
这到底是为了啥？

公 证
小小借条里的大学问 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

债权文书公证要注意的事项

1.公证机构可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运营中所签署的符合《公证法》第37条规

定的以下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1）各类融资合同，包括各类授信

合同，借款合同、委托贷款合同、信托贷

款合同等各类贷款合同，票据承兑协议

等各类票据融资合同，融资租赁合同，

保理合同，开立信用证合同，信用卡融

资合同（包括信用卡合约及各类分期付

款合同）等；

（2）债务重组合同、还款合同、还款

承诺等；

（3）各类担保合同、保函；

（4）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条件的

其他债权文书。

2.未经公证的符合《联合通知》第二

条规定的合同、协议、借据、欠单等债权

文书，在履行过程中，债权人申请公证机

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机关必须

征求债务人的意见；如债务人同意公证

并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公证机关可以

依法赋予该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

3.符合《联合通知》第二条规定未

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当事人就履行过程

中出现的争议或者违约订立新的协议，

并就新的协议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

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的，

公证机构可以受理，但应当要求当事人

提供原债权真实、合法的证明材料，并

对证明材料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核实。

公证指南

① 凭证名称：借条与欠条有区别

债权人凭借条向法院起诉后，一般只需向

法官简要陈述借款的事实经过即可，债务人要

抗辩或抵赖就要负举证责任，一般较为困难。

欠条是交易过后产生的应付账款的一方

（债务人）向债权人开具的证明其欠款事实，反

映的是欠款关系。欠条形成的原因有很多，既

可以是借贷，也可以是买卖、承揽、劳资纠纷等

其他法律关系，因此仅凭欠条尚不足以证明争

讼钱款的性质。当欠条持有人凭欠条向法院起

诉后，必须向法官陈述欠条形成的事实，如果对

方对此进行否认、抗辩，欠条持有人必须进一步

举证。因此，借条最好不要写成“欠条”。更不

能在收到借款后向债权人写“收条”。收条是指

债权人在收到钱款时向债务人出具证明还款事

实的凭证，反映的是给付关系，是用来消灭债权

的，一般不会得到法院支持。

② 借款事由：注明借款用途能够防止
借款人用其他事由抗辩

已婚的借款人尤其要注意。2018年1月

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

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

释》，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

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

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除外。”因此，特别是借款数额较大时，借条上

注明借款用途也能够用于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如果数额不

大，也可以不写借款事由。

③ 来往钱款的交付方式

如果借款金额小，可在借条上选择现金交

付。不过既然打了借条，最好通过银行转账的

方式交付钱款，必要时可在借条中注明借款人

的银行账号。司法实践中，涉及大额借款或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

合理说明时，债权人还要承担实际交付的举

证责任，如果是现金交付就很难举证。

④ 出借人：不是谁有借条谁就是债权人

司法实践中，未载明出借人的借条推定

借条持有人即为权利人，借款人抗辩持有人

并非真正债权人的，由借款人负举证责任。

借款人以“借条上所载出借人姓名另有其

人”为由抗辩的，由借款人负举证责任。如

果能同时标注出借人的身份证号也是很好

的方法。另外，出借人是否在借条上签字不

影响借条的效力。

⑤ 借款金额：注明币种和金额大小写

借款金额应当写明币种。中文大写金

额数字到“元”为止的，在“元”之后应写“整”

（或“正”），“角”“分”之后不写“整”（或

“正”）。中文大写金额数字书写中将“元”写

成“圆”也是可以的。如果借条上的借款金

额出现大小写不一致的，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和逻辑推理，一般以大写金额认定，除非有

证据证明是所借钱款是小写金额。

⑥ ⑧利息：若有利息要注意利率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借贷利率是有

规定的：第一，年利率未超24%的（月利率未

超过2%的），属于司法保护区；第二，年利率

36%以上的（月利率未超过3%的）超过部分

的利息约定无效，属于无效区。年利率

24%-36%（月利率2%-3%）之间是自然债务

区，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年利率24%

的利息的，法院不予支持；借款人已经支付

的，法院也不保护。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

或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

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⑦ 借款期限：注意借条和欠条的诉讼
时效的不同

注明了还款期限的借条，诉讼时效是还

款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而没有注明还款期

限的借条，诉讼时效为20年。相较之下，注

明了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是3年。而没

有注明还款期限的欠条，债权人在收到欠条

时就视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

损害（即享有向债务人主张还款的权利），因

此没有注明还款期限的欠条自出具之日起

就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也就是说只有3年。

⑨ ⑩借款人：

借条上出借人签不签字不重要，但借款

人必须签名捺印。借款签名须在“借款人：”

后写全名，并与身份证所载姓名一致，且需

附身份证号。另外，如果借款人已婚，必要时

（借款数额较大）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同时，最好让借款人将签名捺印的身份证复

印件作为借条的附件。 【文：楚轩】

为购买房产②，今通过银行转账③向张三④借到人民币贰拾壹万元

整（￥210000.00元）⑤，月利率1%⑥，于××××年××月××日到期时

⑦还本付息。逾期未还，则按月利率2%⑧计付逾期利息。

借款人：李四⑨
身份证号：××××××××⑩

××××年××月××日

借 条①

现在很多借款事件都发生在熟识的
人之间，因而，借条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被
人忽视了。相较于以前，借条在民间已经
开始越来越正规了，但对于借条的认识，
更多人的仍是认为借条仅仅是对债权人
具有一定的保护效益的，其实，对于债务
人而言，借条同样具有重要性。因而，在
借款的过程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一定都要
认识到借条的重要性，规范借条的书写，
并且在还款之后，一定要收回借条。笔者
结合一份借条样式逐一介绍一下借条中
各项不可或缺的要素。

“

物业与开发商均不“认账”

业主不敢把车开回家停放

“天价”停车费
“小区每小时6元的停车费太贵了，意味着我在家住一宿要花70多

元的停车费。”3月12日，来自海宁湾小区的业主王先生致电本报热线
称，12日起，小区内未购买车位的业主停车每小时收费6元，这个价格
引起了全体业主的不满。

时报讯（记者 马兰）3月11日，滨海高新

区滨海航天城开展了主题为“爱心育树 寄语

希望 齐心协力 美化家园”的第二届植树节活

动，吸引了来自航天城60余户家庭近200名业

主参加。大家齐动手，60 余株榆叶梅很快种

植完成，形成了业主自建的“希望林”。

同日，滨海新区晓镇家园社区党支部组

织辖区党员、在职党员、志愿者等开展了“许

美好愿望，献绿色爱心”植树节活动。活动现

场，大家分工协作扶苗栽树，同时，将自己精

心制作的认领“树牌”挂在树苗上，承诺定期

维护保养。

爱心育树
美化家园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引质疑

王先生告诉记者，近日物业在小

区内贴出告示单，自3月12日起，未

购买车位的业主车辆进入小区按照

每小时 6 元收取停车费。这样的规

定引起了业主的不满。“这个价格太

不合理了，比商业中心停车费还高。”

王先生说，商业中心地段停车费用不

过如此，现如今自己购买的小区竟向

业主收取如此高昂的停车费，这让业

主表示无法接受。“我实在不敢把车

开回家，太贵了。”王先生说，他只能

在附近寻找车位，或者将车停在单

位，打车回家。

记者采访了解到，海宁湾小区是

2018年1月1日交房入住的，小区地

下车库车位充足，但购买的业主却不

多。王先生告诉记者，地下车库的车

位只售不租，“每小时 6 元的停车费

就是在逼我们买地下车位！”

自2015年5月21日起实施的《天津

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中对居住区、公

共建筑、商业街区机动车停车场的使用进

行了规范。《办法》针对部分居住区停车泊

位、停车库“只售不租”、公共及商业建筑

配建的停车场非营业时间不对外开放等

问题作出规定：居住区规划用于停放机动

车的停车泊位、停车库应当满足本居住区

内业主的停车需求，不得闲置；公共建筑、

商业街区配建的公共停车场应全天向社

会开放。居住区规划用于停放机动车的

停车泊位、停车库闲置的，责令限期改正，

并对每一闲置泊位处1000元以下罚款；

公共建筑、商业街区配建的公共停车场未

全天向社会开放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小区要收“天价”停车费

物业：都是开发商定的

得知此情况后，记者只能联系到

了寨上街道。小区所属铁坨里社区

胡主任告诉记者，收费于3月12日正

式实施，他们已经接到不少业主反映

这个问题，为此街道、居委会也与物

业、开发商进行了协商。胡主任表

示，收费确实高，业主无法承受完全

可以理解。“小区地下车位800多个，

住户才700多户，完全能满足停车需

求。”胡主任说，“我们会与物业总公

司以及开发商再次沟通，看是否能出

租车位，或者降低停车费。”

物业办：
建议召开联席会议解决

居委会：收费确实高 正在协商记
者
走
访

权
威
说
法

相关回应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了小区

开发商。工作人员表示，海宁湾

小区地下车库的确只售不租，产

权属于开发商，但是针对无车位

车辆收取每小时 6 元的停车费

是由物业决定的，开发商对此不

知情。

开发商：对此并不知情

记者联系到了海宁湾小区物

业了解情况。在得知记者来意

后，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地下车

库产权属于开发商，所以“只售

不租”以及按小时收费都是开发

商决定的，物业只是代收停车费，

对此并无决策权。

“只售不租”或挨罚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