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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道西城小

区业委会主任吴

静代表业委会表

示：“打人这一

过激行为， 是罗

林章的个人行

为。 业委会委员

不应当与住户发

生抓扯， 也必须

向业主道歉。”

今日

话题

当晚事发后，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

现场看到，现场火势已被控制，路面上

摆放着两个天然气罐， 消防人员正在

使用水枪冷却降温。 消防人员使用了

水枪对大火进行压制， 大火在10多分

钟后被扑灭。

现场目击者李先生介绍，火灾发生

时， 他最先是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煳味，

随后便发现有明火从民房顶蹿出。其后

不到5分钟，火势迅速蔓延，很快将整间

民房吞噬。

开学后的第二个周末，上周六晚上

11点左右，6岁的婷婷（化名）父母租住

的出租屋发生火灾。“速度太快了，根本

来不及上去救人。” 虽然经过邻居和消

防部门全力扑救， 但令人遗憾的是，独

自在家的婷婷，终究没有跑出房门。

有居民及现场救援人员推测火灾

原因疑为电线老化引起，但具体原因还

待消防部门最终确认。

疏管掏粪
●87544168专业疏掏抽83337896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
●85434505疏管抽掏粪86650900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4553337抽掏粪疏管85135310

防水·堵漏
●防水堵漏改水电粉刷85020972
●★★新时立专业防水83255035

搬家公司

●红运低价84337798▲84345188

●玉龙87326666低86259642空调
●大发搬83288888空调85188195

●好运低价84446188★84439358

●红明低价84333310优84331619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灵堂棚公墓86276116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空调桌椅厨13981977386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032421
●高价13086628700空调全二手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

汽车转让
●转让6桥挂车13709017344

求购汽车

●求购轿车13881809366拒中介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8022725

律师服务

●吴律师专业婚姻13281850066
●专攻民事刑事疑难案66551666

●专民商刑事要案18008023599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雨露商标.执照.资质69867197

工商行业咨询
●低价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建筑业企业资质85450444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取名公司
●酿名苑命名机构www.qmzx.cn
成都首家名之道唯以专66000076

商务咨询

●★百信调查公司13551396388

●为民婚姻调查成功付69958393

●神速调查寻人/债13281880009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0703911

财会·税务
●优优★审计理烂帐85087459税

●金环财税办照增资6587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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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屋大火 女童没逃出火海

出事出租屋涉嫌违建被调查，有居民及现场救援人员推测火灾原因疑为电线老化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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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4时许，郫县新胜平乐街下段

红绿灯十字路口， 一辆拉砂石的红色运渣

车侧翻，砂石将一辆电动三轮车掩埋，只露

出一小截银色的车顶。见到车祸发生，附近

的路人以及商家都拿着工具来救人。

目击者宋军回忆，运渣车司机一脸苍

白下车后，就不停用手在砂石中刨。位于

郫县的书院街政府消防队接到报警后，中

队长张明生带着14名队员来到现场展开救

援。让张明生感动的是，现场至少有20名男

子在砂石堆中救援，许多人手刨砂石都出

血了， 附近的两家吊车租赁店还开来三台

吊车， 将运渣车吊到了一边。 约一个小时

后，被压扁的三轮车露出大部分车身，里面

有一名穿着都江堰一所学校校服的女孩和

一名老年男子，遗憾的是，经现场120诊断，

两人已经身亡。据周围住户称，这名女孩和

老人并不是镇上的人， 猜测可能是爷爷开

三轮车带着孙女返校。不过，直到晚上7时

过，死者的家属都没出现。目前，运渣车司

机已被带到交警队接受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记者 王勤 看不惯邻居的不文明行为你会怎

么做，当面提醒、发牢骚、还是漠视，万

科·金色海蓉一期的居民，选择共同制

定一份《邻里公约》（以下简称 《公

约》）来维护小区的美丽和谐。

昨日下午， 金色海蓉一期的10多

名业主身穿印有《公约》内容的白T

恤，在一座刻上《公约》的雕塑前朗诵

了《公约》的18项内容。一旁，小区一

位女住户还用钢琴演奏了由她作词和

谱曲的《邻里公约之歌》。碑文上除了

几幅展示邻里和谐的漫画， 就是18条

文明公约的细则。 细则中的每一项都

与大家息息相关，因为这是从今年6月

开始，由10多位热心业主牵头、物业提

供支持、600多户全部参与意见征询，

最终征集而来的。

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金色海蓉一期的《邻里公

约》 是成都万科的社区中的第一份文

明公约，公约的意义在于，业主自发参

与到小区管理中，少了“你要求我这么

做”的情绪，更有益于小区的文明建

设。 成都市物业管理协会主任苟强认

为，物业管理的主体本来就是业主，业

主对小区有共同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但现在很多居民对小区的管理参与性

不强，积极性也不高，而这份《公约》的

出现，是业主对小区履行管理义务的表

现，回到了物业管理的本质，其形式是

值得提倡的。 今后公司将在成都万科

名下的所有住宅社区中逐步推广。

出事的出租屋，共有三层，其中一楼

为铺面，有大大小小5家店。二楼和三楼

为住房。从外表来看，这处红砖老房屋已

经有些时日。 记者从街办和周围住户处

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处粮站的房屋，大

约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

昨日下午， 在相关部门做完现场调

查工作后，现场警戒解除，成都商报记者

来到出租屋的二楼。 在一条狭长的过道

旁，一共有六间房，每个面积大约20多平

方米，住的全部都是租客。

向女士在华西医院洗衣房工作，在

这里住了近10年了。 她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此前，这里一间屋子每月租价200元左

右，后来才慢慢涨到了300多。之所以选择

租住在此，向女士说，一图上班方便，与华

西医院只有一墙之隔， 二图租金便宜，

“周围很难找到比这里更便宜的了。”

同杨先生一样，为了能够更省钱，不

少租户都是两家人合租一间屋子， 如此

一来，每家人只需均摊一百多元房租。

但住的人多了， 有些问题就显现出

来了。记者看到，因为是两家人合租，房

间需要隔开， 其中不少房间都是用旧木

板加纸板做“墙”相隔。房间隔开了，那

至少还得多加一盏灯吧。 不少租客都是

直接拉根电线，裸露着沿墙而走，再连上

一个节能灯泡引进屋里。

除了蛛网一样的电线，因为不通气，

租客们都烧煤气罐，屋内太窄无法做饭，

有租客就把厨房设在了阳台上或者过道

上，天然气管和电线缠来绕去，一起裸露

着四处穿墙破屋。

杨先生一家住在独立得有些突兀的

“三楼”。说是三楼，只是就其相对高度

而言， 因为整栋房屋本来没有通往三楼

的楼梯。记者从老住户和街办了解到，此

前屋子只有两层，后来加盖了第三层，并

用木头搭了一个“楼梯”。说是楼梯也不

准确，更像一个靠在墙上的普通梯子，梯

子几乎与地面垂直，由此连接楼上楼下。

昨日这处梯子依然被拉上警戒线。

昨日下午，因为涉嫌违章搭建房屋，

城管部门已经向房主发去一份《成都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调查通知书》，

记者随后了解到， 出事房屋的房主已经

在接受相关调查。

位于武青北路

的上道西城小区

内， 小区的物管用

房被改造成三居室

供物业主管一家使

用， 引发小区业主

与物业的矛盾。本

月初， 成都商报独

家披露此事后，这

处物管用房被暂停

使用。前晚昨晨，小

区的数百名业主彻

夜难眠。部分业主认为业委会“不作为”，在

小区内张贴书面材料，呼吁罢免业委会。此举

引发业委会部分成员和业主冲突。

业主提议罢免“不作为”业委会

早在本月初，上道西城B区物管用房被改

造成三居室一事引发业主关注的时候， 部分

小区业主就指出，包括这一事件在内，小区业

委会“不作为”，提议要罢免业委会。

“先后有10多个人加入进来，成立了一个

筹备小组，准备筹备新的业委会。”据多名小

区业主介绍，小区C区的业主温国森，是这一

行动的“带头人”。他向成都商报记者提供的

材料显示，早在9月3日，“筹备小组”就起草

了一份旨在罢免业委会的文字材料， 并向B

区、C区的部分业主征集了签名。

成都商报记者从这份材料上看到， 除了

“B区业主活动室被擅自改建成物业主管朱丽

芳的私人住宅”（本报曾报道）外，小区电梯

故障久未恢复、 小区公共收益被业委会擅自

动用等其他的问题，也在这份材料中被列出。

张贴材料 业主、业委会起冲突

前天，上述材料被重新打印出来，被分发

到不同的业主手上， 在小区各处门口及单元

楼下张贴。这也使得小区里再生波澜。

当天傍晚， 年过七旬的欧秀芳与另外一

名住户一起，在B区内张贴了这些材料。“贴完

之后，我回家去拿东西，走到单元楼口，就有

三个保安跟着我。”欧秀芳说，自己先是在楼

下等了等， 几名小区秩序维护队的护卫并未

离开。而后，自己准备上楼时，一名护卫队员

就跟着进了单元门口。

欧秀芳质问起护卫队员， 对方告诉她自

己只是治安巡逻而已。她“感觉情况不对”，

就给正在小区附近的女儿、也是“筹备小组”

的成员陈晓松打了电话。 当陈晓松来到现场

不久，小区业委会主任吴静、委员罗林章以及

物业公司的秩序维护队长都到了现场。 不久

后，听闻争吵的陈晓松在4楼家中的丈夫江洪

也下楼。随后，双方发生抓扯。

当晚凌晨4点，经民警的调解，业委会成

员之一罗林章同意先向陈晓松夫妇支付2000

元的医疗费。随后，双方被带往派出所接受询

问。经检查，陈晓松夫妇伤情轻微，均无大碍。

对于“出手打人”这一指责，罗林章在电

话中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们对小区管理不

满意，到处贴‘飞飞’，我们到现场后，不让他

们贴， 理论中发生了口角……当时现场很混

乱，记不起谁先动的手。”他同时表示，自己在

冲突中脚趾也受伤了，头也有些晕。

业委会主任：打人不对 应当道歉

“打人肯定是不对的。”昨日下午，提及

前晚的冲突， 上道西城小区业委会主任吴静

代表业委会表示：“打人这一过激行为， 是罗

林章的个人行为。 业委会委员不应当与住户

发生抓扯，也必须向业主道歉。”

不过，对于业主张贴的材料，吴静称，其

中诸多内容并不属实。“贴东西是他们的自

由，但业委会并不是不作为，业委会的收入也

是公开的。”吴静称，如果业主有意见，可以向

相关部门反映，甚至起诉。

一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业委会成员表

示，小区的公共收益做得不够透明。

对于此事中护卫队员的行为， 祥福物业

上道西城项目经理杨忠荣称：“小区不允许乱

张贴，护卫队员巡逻无可厚非。”他称，“这次

冲突的原因，在于业委会自身。”

月租300元都贵了 腾出一半转租

婷婷的父母都来自重庆忠县农村， 父亲

杨先生今年已经43岁。中年喜得爱女，杨先生

为了给女儿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 大约五年

前，夫妇俩来到成都打工，并希望有一天可以

把女儿接到城里上学。杨先生说，自己文化程

度不高，为了多赚钱，他同时打了两份工，白

天在银行做保安， 晚上去省疾控中心守夜

班，前者每月薪水约1500元，后者大约1600

元，妻子在华西医院做运输，每月约1200元。

杨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虽然很辛苦，但一

想到女儿，自己和妻子就有了干劲。

一方面为赚钱而辛苦开源， 另一方面，

则为了省钱而努力节流。为此，五年前，夫妻

俩选择了利民巷2号这处老房子。 房子约30

平方米，没有家具，没有厕所和浴室，只通水

电，一开始租金每月290元，后来涨到300多

元。就是这样的房租，夫妻俩觉得还不够省，

他们将房间一分为二， 腾出一半分租了出

去，如此下来，每月房租又省了一半。

如此打拼了四五年，女儿也慢慢到了该

上小学的年龄， 今年8月底，6岁多的婷婷被

从老家带到了成都，并且顺利就近入读武侯

计算机小学。城市里的美好生活，像一幅画

一样，在杨先生眼前如愿徐徐展开。他比以

前更加努力地工作，甚至已经开始想象女儿

在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的模样。

女儿还没来得及认完新同学

令人扼腕的是，这幅画卷很快就吝啬地

收了起来。杨先生回忆，出事当晚，自己正在

上夜班，本来已经下班回家的妻子临时外出

买东西。“她妈妈想到买东西很快就可以回

来，而且娃娃已经睡了，就把她一个人留在

了家里。”

悲剧就在这个空当里突袭而至。婷婷的

姑父陈先生回忆，听说家里出事后，他和婷

婷的母亲几乎同时赶回。两人冲到楼上房门

口，发现大火已经封门，便紧急爬到窗户边，

试图能进屋，为此，婷婷母亲还从一处高台

踩滑，脚部骨折。

所有的救援努力， 都败给了凶猛的火

势。等杨先生赶回家里时，看到了他最不愿

意看到的殡仪馆的车辆……

出事的这个周末，是今秋开学后的第二

个周末，婷婷的一年级，只持续了两个星期。

就在出事头一天，女儿回家还提起，自己还

没把新同学完全认完，杨先生还鼓励她多和

小朋友一起玩，就可以慢慢认完了。

荥

这

间

房

荥

这

家

人

为了女儿来城里上学，父亲打两份工

三楼系违建加盖

屋内屋外电线裸露走

运渣车侧翻 众人徒手刨砂石

还是没救出被埋三轮车上的人

业主欲罢免业委会 双方起冲突

业委会主任：打人是个人行为，必须向业主道歉 物业经理：冲突的原因在于业委会自身

闲置物管用房成物管主管的家？ 追踪

社区记者 王梅

高攀桥社区

小区遇吐痰

鄙视不顶用

那就定公约来管

追踪

成都万科的所有住宅社区

拟逐步推广《邻里公约》

14

日晚，利民巷

2

号一栋楼房发生火灾，消防赶到现场将火扑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