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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5

私房菜
“攻占”朗御大厦

2016年6月20日
星期一

6月18日18时开始，泸州市境内多县遭暴
雨袭击，断断续续持续一夜。19日早上，泸州市
气象台发布雨情通报，18日08时至19日07时，
全市多个地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叙永县震
东镇降雨量达到170毫米。暴雨导致叙永、古蔺
等境内河流水位暴涨，叙永永宁河超过当地有
水文记录以来的历史水位，为叙永58年来最大
洪水，3万村民连夜转移。

古蔺河水位暴涨，长沙村一组一汽修厂连
同近10辆汽车被河水冲走。“一声巨响，两层的
汽修厂被齐刷刷扯断垮塌，入水后很快就没了
踪影。”村民李女士介绍，只用了10多秒，汽修
厂平台和车辆被洪水冲垮。事后，大家得知当
时厂里并没有人，被水冲走的是停放的近10辆
车和汽修材料。

暴雨“夜袭”泸州的同时，一则“1998年以来
泸州的特大暴雨”消息在朋友圈疯传。记者从泸
州市气象局了解到，所谓“刚刚召开了全市防汛
紧急电视电话会议，1998年那么大暴雨”说法为
谣言。对此，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街道也发出辟
谣信息：大家请注意，现网上谣传今明两天暴雨
会造成98年规模洪水，属虚假消息。

19日凌晨，宜宾兴文、长宁、江安、珙县、筠
连突降暴雨，成贵高铁十六局三分部驻地发生
一起山体垮塌意外事件，造成中铁十六局成贵
高铁三分部的一工棚发生位移并坍塌，五名人
员被困。经当地组织营救，共救出三名生还者，
两人不幸遇难。 成都商报记者 蒲康林 罗敏

大竹失踪女孩已被害
凶手为17岁少年

近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在6月11日发出一则四川省大竹县10岁女孩小
月（化名）走失的消息，并配发图片和警方电
话，小月走失消息随后在网上疯传。6月17日，
小月在附近一水沟被找到，确认已经死亡，凶
手竟然为17岁邻居。

小月母亲告诉记者，6月9日下午，小月在家
门口附近玩手机，两个小时之后，发现小月不知
去向，随后动员亲戚和自发的志愿者帮忙派发
有小月信息的传单，当天小月未回家。第二天，
小月父亲周先生到当地东柳派出所报案。6月12
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发出小
月走失的消息，连续几天在网上疯传。经过6天
的寻找，小月的尸体在家附近的一臭水沟找到。

小月母亲介绍，凶手是在离家80米左右一
邻居的孩子，姓蒋，17岁，和小月的哥哥是好朋
友。周先生说：“原本两家就是很熟悉的人，小
孩在两家来往也较频繁，如今蒋某的父母已不
知去向。”记者从大竹县公安局了解到，凶手
蒋某被抓后，表示因与小月发生口角将其杀
害，并对杀害小月的事情供认不讳。目前，蒋
某已经被刑事拘留，公安机关对案情正在进
一步调查。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张杨

在成都市救助站，未成年流
浪儿童日常每天保持着10至20名
在站接受救助。其中一名特别的
孩子已经在这里待了快两年，救
助站甚至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字，只把他叫做“多多”，他成了在
站时间最长的未成年人，估计年
龄在9至10岁。

他到底来自哪？名字叫啥？因
知道的信息有限，救助站多方寻
找无果，希望多多的亲人看到报
道后，可以尽早来接他回家团聚。

“多多”在救助站快两年了

昨日临近中午，记者看到了
“多多”，因为有自闭症倾向，孩
子刚刚到站时基本表达不了什
么东西，名字更是无从说起，救
助站工作人员只是从其日常经

常表达的语言中，总结出这个名
字，叫他“多多”。“多多”的年龄
也是不详，只能大体估计年龄在
9至10岁之间。

经过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照
顾，“多多”精神状态比较好，“每
周玩沙盘的时间到了，‘多多’都
会准时去等待老师，如今在他年
龄段应该喜欢的一些卡通动漫人
物，‘多多’也比较喜欢。”救助站
工作人员表示，“多多”已经在站
快两年了，是目前在站里时间最
长的一名流浪未成年人。

去年 200名被救助人员与
家人团聚

在救助站，类似“多多”这样
的孩子还有几个，因所知信息等
太少，难以寻找家人。

现在救助站寻亲信息，通过
救助站内的寻亲公告栏，救助站
网站、微博以及媒体发布等方式
进行，现在还新增了一个寻亲
网，是民政部牵头制作，全国范
围内的救助站都会在上面进行
信 息 更 新 ，“ 全 国 范 围 大 概 有
4000多条信息，仅成都救助站就
有40至50条信息可在该网站进
一步查询。”成都市救助管理站
副站长陈星移表示，通过这些方
式，仅2015年成都救助站就有
200名无法确认身份信息的被救
助人员，与家人团聚。记者从成
都救助站了解到，针对在站时间
最长的“多多”，如果有家人信
息，可携带相关家庭证明，到成
都救助站与“多多”团聚，让“多
多”早日回家。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摄影报道

11岁女孩养老院生活3年
父亲称：没时间照顾她

下午两点，午睡结束，祥福托老中心的大厅
里，人开始多起来。范佳歆也被护理人员推了出
来，和身边这些爷爷奶奶相比，11岁的她一脸稚
气，但她已在养老院度过了快三年时光。昨日，
成都市龙泉驿区祥福托老中心负责人也表示，
孩子一直是她奶奶在带，不过在她奶奶检查出
心脏病后，就送到了养老院，孩子年龄一天天增
长，护理起来的难度也逐步增大。

和九旬老人住一起 已经快三年

在养老院中，谢玉兰负责照顾范佳歆的饮
食起居。“她从2014年1月就住进来了。”在二楼
的房间，范佳歆的室友是一名已经95岁的老人。
谢玉兰告诉记者，范佳歆因为患有脑瘫，从住进
来后就不能说话，吃饭上厕所都不能自理。每天
早上5点，谢玉兰就要把孩子抱去马桶上厕所，
然后才去打开水、热早餐，等到7点过后，就把孩
子扶上轮椅，推到院坝里透透气。“再大点儿，可
能都抱不动了。”谢玉兰指着孩子的脚说，和刚
进来的时候相比，孩子长高了10多厘米。

孩子父亲在外打工 称没时间照顾

昨日，记者联系到了孩子的父亲范先生，
他表示，孩子一生下来就检查出脑瘫，三岁的
时候，孩子妈妈就和他离婚了。范先生说，自己
忙于生计，经常到北京天津一带做装修，很少有
时间在家。“平时主要是孩子的奶奶带，但她现
在也有60多岁了。”范先生说，老人又有心脏病，
平时还要外出干活贴补家用，一家人只好把孩
子送去了养老院。

“那有人照顾她。”范先生称，当时一家人找
了医院给孩子治病，但医生说，可能会花很多
钱，但人不一定能治好。“如果有确定的治疗方
案，我还是愿意带她去试一试。”说这话时，范先
生也有些底气不足。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纯 住 宅 小 区 遭 遇 住 改 商 ，“ 三 无 ”餐 馆 藏 隐 患

位于大慈寺路的朗御大厦
（上图），是很多年轻小资的爱好
之地。因为里面不仅有泰式火锅、
新派川菜等数十家私房菜馆，而
且还有各种精酿啤酒馆、美容院、
服装店和咖啡厅。

然而，就这样一个商业氛围
浓厚的地方，却是一个纯住宅高
档小区。小区物业管理人员透露，
在入住的400余户人员中，商户超
过200户，占了一半。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走访中发现，其中很多私
房菜并不能提供营业执照。

有多火
有专职门童替顾客刷电梯卡

近日，成都商报不断接到该
小区住户的投诉，指小区住改商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环境。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
位于大慈寺路的朗御大厦。公开资
料显示，2012年4月朗御大厦交房，
2个单元51层楼总户数为468户。

51层楼电梯必须通过刷卡进
入对应楼层，是标准的“电梯入
户”。这栋纯住宅的大楼单元楼，有

“门童”在两个单元底层工作，“任
务”就是帮要上楼的顾客刷卡。

在“门童”的底楼办公桌上，放
着厚厚一打刷电梯的“门卡”。当听
到记者要去私房菜餐馆时，“门童”
先是推荐了2单元40楼的一家，随
后又推荐了几家私房菜餐馆，然后
帮忙刷卡，让记者上电梯。

之所以如此，记者之后才从
朗御大厦物业服务中心相关人员
了解到，这位“门童”不是物业的
人，而是受雇于朗御部分商户成
立的联盟，工作就是帮着开门刷
卡上电梯。“这样的门童存在了3
年左右，直接受雇于联盟，由联盟
发工资，在大厦有3个门童。”相关
人员透露。

昨天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再次
来到朗御大厦，“门童”已经换为一
位年轻女性，“门童”承认自己不是
物业的人，“我也不晓得我属于哪里
的人。”“门童”透露，工作是帮顾客
开门，“哪些给了我卡我就帮哪家
（开电梯）”，至于工资，“每天要站8
小时，不包吃不包住3000多元。”她
透露，“门童”工作时间是早上11点
半到晚上10点半，其他时间要商户
派人下来接。“门童”帮忙刷卡的对
象不仅仅是私房菜餐馆，“只要给了
卡的都会帮忙刷卡，目前有几百户，
以前很少，现在有200多户。”

有多气
酒吧营业到凌晨两三点 扰民

对于去年年底入住朗御大
厦的业主刘佳（化名）而言，这
200多户商户就是她无法面对之
痛，首当其冲的就是营业到凌晨
两三点的酒吧。

“以前天还冷的时候窗户关
着还好，现在天热了，夜里房间想
透透气，但一开窗就感觉酒吧的
吵闹声把屋子都给震动了。”入夏
以来，刘佳便饱受煎熬。刘佳回
忆，一天夜里凌晨3点多，刘佳被
音乐声吵得难以入眠，“我忍无可
忍便找酒吧理论，没想到对方工
作人员扯着嗓门大声辩解，还撸
起袖口连推带搡地赶人。”这件事
至今让刘小姐又气愤又害怕。

“夜里走电梯时我也经常胆
战心惊，看到衣衫不整、酩酊大
醉的人坐电梯，我宁愿耗费些时
间再等下一趟。“说到底，大楼里
各种设施的保洁、维护费用都是
要我们这些业主分摊的。”刘佳
无奈道。

刘佳和其他业主找过多次
小区物管，“我们去找物管，物管
没有执法权只能劝说；我们写政
务公开信，对方却告知让我们找
物业和街道办处理；我们找工商
部门，工商表示他们的职权局限
于行政审批；我们打110，也是没
用。”刘佳觉得，维权之路甚难。

“我觉得，我们主要是缺乏
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我们需要明
确的执法人员来强制处理这个
事情，而不是踢皮球，你踢给我
我踢给你。”刘佳觉得。

有多歪
5家均无法出示营业执照

距成都商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朗御大厦住宅商户中，餐饮
店不少于25家，酒吧不少于10
家，咖啡甜点店不少于13家，美
容店不少于12家，服装店不少
于6家，珠宝店不少于2家。其中
1单元商户要多于2单元商户，1
单元商户主要集中在40到49
楼，2单元商户主要集中在11楼
到29楼。这个数据与物业中心工
作人员透露的相吻合：“1单元40
楼到48楼是商户‘重灾区’。”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
走访了5家私房菜餐馆，均未
在醒目位置放置营业执照，也
无法当场提供营业执照。

1单元4501餐厅工作人员
杨女士表示：“我们私房菜是
住家改装的，所以暂时没有营
业执照，私房菜基本上都没有
（营业执照）。”

1单元4401的一家火锅私
房菜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

“我们没有我们（地点）的营业
执照，我们有其他地方的营业
执照，朗御很多店都没有自己
的营业执照。”

1单元4402的一家料理私
房菜工作人员表示，“（营业执
照、卫生许可）我不太清楚，这
个要问老板。”

事实上，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开设餐馆必须有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许可证
等，且营业执照必须置于住所
或者营业场所醒目位置。

有多难
商户直接对接客人 招呼都不打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从朗
御大厦物业管理中心相关人员了解
到，朗御大厦4楼以上都是住宅，2个
单元住宅总户数468户，“其中商户
超过200户，占了一半。”

除了对业主的影响，对于物业
中心而言，更多的人来意味着更高
的物业成本，甚至是额外的清洁维
修费用。物业人员透露，上一个物管
曾经遭遇过，去年年中大厦主管道
堵塞，“维修费用由物管掏腰包，包
括地板、电费等，一共花了20多万。”

另一方面，很多业主都是通过中
介直接与商户联系，也有物管中心工
作人员表示监管困难，“我们并没有
执法权。”目前，物管中心采取的办法
之一，是“只准出不准进”。“很多商户
租约都是我们入驻前签订的，对于我
们而言，只能够等到租约期满，不再
允许续租，同时禁止新商户进来。”这
位工作人员介绍。至于前来商家的
客人，“我们更是无法拒绝进入。人
家是私家住宅，我们总不可能不让
别人的客人到家吧？”

怎么办
私房菜形态挑战政府监管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入驻负责
朗御大厦，物管方面收到多次业主
透露，酒吧半夜噪音扰民，私房菜
餐馆等都有，“我们把业主投诉较
多的20多户商户整理出名单，发给
了所在大慈寺社区，以及规划局、
工商局和房管局。”

位于4楼以上的商户，是明显的
“住改商”，这样的商户能否申请营
业执照？“去年年底从所在大慈寺社
区反馈，朗御大厦里200多户商户有
营业执照的不超过50家。”物业人员
透露，他们为此专门去咨询过工商
局，为何营业执照登记地点可以办
在纯住宅小区？“当时他们回复我，
只要递交材料符合行政管理办法的
批准要求，就必须办理。”

对于物管中心而言，严令禁止
商户进入，“只要在申报备案的租
户表示是商户，那么就会拒绝。”相
关人员认为，要想解决，只能靠业
主，“很多业主为了收益最大化才
与商户签约，造成这样的局面。”今
年4月份，物业中心已经将部分遭
到投诉的私房菜餐馆名单，上报给
食药监，希望职能部门有所行动。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戴佳佳
摄影记者 王勤

泸州宜宾多地遭暴雨袭击
叙永遇58年来最大洪水

山体垮塌
3人获救
2人遇难

“多多”寻亲：爸爸妈妈，你在哪
这个孩子信息全无 在救助站一住就是两年

商家聘请了专人负责开门

朗御大厦内的私房菜

朗御大厦不少楼层的电梯间内，摆有私房菜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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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城区水位暴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