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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合同约定
了交付时完成室内燃
气管道敷设，样板间也
摆放的燃气灶，但现在
收房时却说只能用电
磁炉。”峨眉时光有部
分业主认为开发商严
重违约，但开发商称，
开放式厨房由于燃气
安全规定无法通气，样
板间仅作功能展示。

7月15日，峨眉山
市住建、市场监管、消
防、规划等部门对业
主代表和开发商进行
了协调，并将进一步
介入调查。

精装房样板间燃气灶
收房咋成了电磁炉？

开发商：开放式厨房由于燃气安全规定无法通气

有移动有响动
它会自动报警
成都近4000个井盖
装上“黑匣子”
该套系统有望在9月底完成调试

开车路上突然遇到一个翻起的井盖；
夜深人静的时候，窗外不时传来井盖被碾
过的“哐当”声……经过近三个月的实地
勘测以及设备安装，成华区综合执法局近
日正式开始对辖区内近4000个异常井盖
进行“一对一”精确问诊。

而“一对一”的精确程度则是源于井
盖内侧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盒子。16日，记
者跟随成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对整
个“黑匣子”及背后的系统进行了探访。

探访
3765个井盖已安装监控设备

“在屏幕的右边可以看到，成华区共
有近两万座井，目前已安装监控设备的有
3765座，”二仙桥东路成华区综合执法局
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相关负责人
指着墙上一块五六十厘米宽，近一米长的
显示屏介绍说，其中雨水井1886座，污水
井1879座。

显示屏上的成华区地图遍布蓝色和
黄色的色块。经过不断放大，当能清晰地
看见每条街道及建筑名称时，可以看到色
块为方形、圆形和五角形。根据屏幕下方
的说明，圆形代表雨水井；五角形代表污
水井；方形代表雨水篦子。其中黄色是已
安装监控的，而蓝色是未安装的。

当工作人员点击其中一个后，屏幕的
右侧依次出现了包括街道名、经纬度等位
置信息。同时还可以看到其材质为三防铸
铁，形状为圆形，规格为70cm×70cm，以
及四张不同方向照片、参照物照片和环形
视频。“一条街上几米之内可能会有三四
座井”，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环形视频就是
在该点位上旋转360度拍摄而成，加上其
他信息，可以帮助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准确判断是哪座井。

除了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所有井盖的
实时情况，该系统还连接到了相关工作人
员的手机上。以前夜晚叫醒抢修人员的，
是发现异常情况的巡逻人员，而现在则可
能会变成监控系统自动预警。

调试
难点是准确区分移位和响动

在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附近的建
设巷，成华区综合执法局井盖应急工作人
员根据手机系统里的位置提示，找到了报
警的雨水井盖。随着井盖被打开，井盖内
侧出现了一个手掌大的黑色盒子。而这个
黑色盒子就是监控系统的眼睛和耳朵，井
盖出现响动或者移位都会被它们捕捉并
实时传回系统。

“15日整套系统刚开始试运行，还有
很多问题需要调试解决。”成华区综合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系统显示某处
井盖出现响动，则意味该处井盖可能出现
了破损或者变形；若显示有移位，则意味
着该处井盖可能被盗或者偏离原位，相对
来说更严重和紧急。

目前调试的难点是准确区分移位和
响动。“出现移位，我们会立刻安排工作人
员赶到现场进行处理。”成华区综合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没有经验可循，
所以目前只有在试用的过程中不断试错，
反复调整。“有时候雨下大了，也会引起响
动，触发自动报警”。据悉，9月底，该套系
统有望完成调试。

未来
还将安装水位监测器

除了黑匣子，建设巷被打开的雨水井
目测深约两米七八。在雨水井内距离地面约
三十厘米的地方，还有一张白色的防坠网。
体重140斤的工作人员站在防坠网上，膝盖
差不多在井口的位置，“这次安装监控设备
的井，浅的也有两米五，深的有五米多”。

另外在部分主井和支井的交汇处，除
了监控设备，还会安装水位监测器。当遇
上汛期下大雨或者平时因堵塞而引起水
位上涨时，水位监测器就会自动报警。区
综合执法局的监控人员随即会和水务部
门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下水管网的问题
需要水务部门解决，但我们可以起到及时
发现的作用”。

另外在整个成华区辖区内有一个四
边形的区域，其中的井盖图标相较于其他
区域更加的密集。据悉，该区域是一块“试
验田”，由一环路东三段、新华大道双林
路、成华大道新鸿路、猛追湾街所围成。

“根据所属管理部门不同，井盖大致被分
为了9种。”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试验
田”里的井盖，不管是归谁管，他们全都进
行了勘测标示，希望能够绘制一张真正完
整的井盖地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摄影记者 张直

今年48岁的胡先生是外省人，定
居成都做生意。去年春节期间，在别人
的介绍下，他花了67万元在峨眉时光
小区三期买下了一套建筑面积约53平
米的住宅，“投资自住都可以，也是精
装房，省得自己装修麻烦。”

今年7月1日，胡先生夫妇兴冲冲
地从成都赶到峨眉山，准备收新房。办
好手续领了钥匙，胡先生打开门一看，
装修和样板间基本一致，但灶台位置
却是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开放式厨
房由于燃气安全规定无法通气，现在
只能用电磁炉。

胡先生买的是一室一厅一卫，厨房
为开放式，和客厅相连。燃气表和燃气

热水器挂在卫生间窗户外的墙面上，有
热水可以通到卫生间和厨房洗碗池。

“我把锅都带来了，厨房却不通
气。”胡先生简直气不打一处来，“明明
合同约定了‘交付时完成室内燃气管
道敷设’，样板间也摆放的是燃气灶，
但现在却说只能用电磁炉，这不是明
摆着坑人嘛！”

有此疑问的并非胡先生一人。
“虽然电磁炉也能用，但是不太好掌
控火候，炒菜没有使用燃气灶好吃，
而且一套厨房不通天然气的房子肯
定也将大大贬值。”业主刘女士认为，
开发商应该按照合同约定解决厨房
燃气问题，否则构成违约。

垃圾从外拉进小区垃圾从外拉进小区？？
业主：恶臭不断、噪音扰民

新启用的垃圾房，位于蓝光金双
楠2期小区几栋居民楼旁边，隔小区
出入口不远。7月16日下午，多名业主
带记者来到该垃圾房处，记者看到，
这是一所黑色的平房，房内堆放着几
十个空垃圾桶，正散发着臭味。“昨天
大家找了物业，他们把垃圾拖走了。”
一名业主告诉记者。

业主们介绍，自2017年元旦入
住，该房一直是用于物业堆放工具的

“库房”，未作他用。垃圾房在7月14日
下午启用后，随之恶臭便在小区内环
绕，“住在十几楼都能闻到”。业主李先
生说，这些垃圾从外拉进小区，来路
不明，他和很多业主都担心其中存在
有害垃圾，会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

另外几名业主提供了几段录
像，他们指着录像中正在中转的垃
圾告诉记者：“这些垃圾是从外面拉
进来的，我们小区没有人会扔这种
广告牌。”

李先生和多名业主告诉记者，
垃圾车每天早晚要进出小区两次，

最晚夜间11、12点还在作业，垃圾
车发车的轰鸣声打扰业主们休息。
李先生称，垃圾车还会破坏小区基
础设施，他指着垃圾车通过的路面
告诉记者：“这些缝隙，还有损坏的
井盖，就是因为小区路面无法承受
大型垃圾车的重量造成的。”

垃圾房争议由来已久垃圾房争议由来已久
街道办、物业：
建设时就规划了垃圾房

蓝光金双楠2期位于武侯区机

投桥街道，记者了解到，垃圾房产生
的争议由来已久。今年2月，机投桥
街道城管科会同九金社区就蓝光金
双楠小区垃圾房修建争议问题进行
过实地调查，发现该小区内一二期
的三个垃圾房并未启用。城管科告
知小区物业该垃圾房的位置和大小
在小区建设时就经过规划部门审
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责令该小
区物管公司立即启用该垃圾房。

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此前蓝光金双楠2期将小区垃
圾堆放至小区外的市政通道，2018

年物管拟在小区1期红线外的位置
修建封闭式垃圾房，于今年2月22日
打围施工，但遭到1期部分业主的阻
碍，无法推动。随后，小区2期按照街
道办的要求，在7月15日上午启动垃
圾房，对于业主反映的，将小区外垃
圾拉进小区的问题，该物业工作人
员予以否认：“不可能的，我们这么
做有什么利益呢？”

九金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
区在建设时的确规划了垃圾房：“放
在外面，过路市民不满。修中转站、放
在里面，小区业主也不满。现在1期也
放在小区内，业主同样有情绪。”

机投桥街道办曾回复投诉问
题的业主，此前在小区外放置垃圾
为违规占道，且启用的垃圾房现有
位置与规划图上的位置一致，并已
经过规划局审核批准，属于合法合
规建筑，“我办要求物业公司于7月
12日前启用金双楠二期小区内的
垃圾中转房，并在7月15日前将小
区外搭建的垃圾中转点予以拆
除。”该街道办表示将依法要求物
业公司管理好该处垃圾房，做好清
洁、除臭、消毒工作。

截至发稿前，物业方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考虑到小区业主的情
绪，经过与管理部门协商，“小区将
暂缓启用垃圾房，要商量一个万全
的办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摄影报道

小区“库房”突变垃圾房？业主不干了
街道办、社区：建设时就被规划为垃圾房 物业：将暂缓启用 商量万全之策

根据部分业主提供的购房合
同及补充协议显示，去年3月份之
前签订的购房合同中约定“交付
时完成室内燃气管道的敷设，并
与城镇燃气管网连接，保证燃气
供应”，而3月份之后的合同中则
在此条款后补充约定“以燃气公
司敷设的点位为准”。

“从安全角度考虑，完全能够
理解燃气规范的规定。”但胡先生
等众多业主认为，购房合同明确约
定完成室内燃气管道的敷设，样板
间厨房灶台上摆放着燃气灶。对于
一套70年产权的住宅来说，厨房是
否通燃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从合同条款和样板间来说，都给购
房者造成了重大误解，应该依法撤
销合同进行退房。

对此，峨眉时光小区开发商
相关人员回应称，样板间仅作为
功能展示，而合同中“交付时完成
室内燃气管道的敷设，并与城镇

燃气管网连接，保证燃气供应”是
原有格式条款，开放式厨房因为
燃气安全规定不能敷设到厨房，
并非开发商的责任。

15日下午，峨眉时光小区开
发商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发来书面回复称，该小区三期A区

所有的商品房均按合同约定的交
付标准开通了燃气，并且向燃气公
司缴纳了燃气开户费用，现均可以
正常使用。由于部分业主所购户型
是开放式厨房设计，厨房直接与客
厅或卧室相连，若是在厨房使用燃
气（明火），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根据《城镇燃气技术规范》，此类开
放式的厨房不能使用燃气，故未接
通燃气，但是业主所购物业的卫生
间淋浴、厨房洗菜盆均可以使用已
安装的燃气生产热水。

开发商表示，该公司已严格
按照合同约定及《城镇燃气技术
规范》的要求完成了燃气管道的
安装。若是业主对燃气管道敷设
的相关规定仍有疑问，建议业主
向燃气公司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
解；若业主认为合同违约，也可以
通过司法途径起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开放式厨房方便、漂亮、上档次，
但为何不能使用燃气？

对此，峨眉山市燃气公司官网
运行部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因为使用燃气时需要消耗大量
氧气，首先需要满足通风条件。根据《城
镇燃气技术规范》（GB50028-2006）规
定，燃气灶应安装在有自然通风和自然
采光的厨房内。

该负责人介绍说，我国现行《城
镇燃气技术规范》（GB 50494-2009）
也规定：燃具应安装在通风良好，有给
排气条件的厨房或非居住房间内。什
么是非居住房间？即住宅中除卧室、起
居室（厅）外的其他房间。若是开放式
厨房，即与起居室（厅）相通，不符合
规定。

此外，我国现行《家用燃气燃烧
器具安装及验收规范》中也作了上

述的相关规定，设置灶具的厨房应
设门并与卧室、起居室等隔开，明确
了厨房隔断的必要性。因此，开放式
厨房不具备用气条件，不能使用燃
气，否则有极大安全隐患。

据峨眉山市燃气公司市场部查
询，峨眉时光小区的开发商于去年3
月12日报建燃气设施，随后燃气技术
人员前去勘察设计时，就明确告知对
方开放式厨房不能使用燃气。

“在实际检查中，如果发现以前有
开放式厨房已经通气的，我们会向用
户送达燃气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要
求其及时整改。”该负责人表示，如果
用户拒不整改的，该公司会向行业主
管部门书面汇报，提前予以处理。若开
发商厨房通风条件非常封闭，视同重
大安全隐患，将会立即予以暂停供气，
直至整改完毕方予以恢复供气。

业主质疑：精装房样板间燃气灶 收房咋改电磁炉？

燃气公司：开放式厨房不能使用燃气 否则有安全隐患

开发商：因燃气安全规定不能敷设到厨房 并非开发商的责任

77月月1414日日，，武侯区蓝光金双武侯区蓝光金双
楠楠22期期，，业主们突然发现业主们突然发现，，以往用以往用
于物业堆放工具的于物业堆放工具的““库房库房”，”，一日一日
之间放满几十桶垃圾之间放满几十桶垃圾，“，“变为变为””垃垃
圾房圾房。。多名业主结合垃圾房产生多名业主结合垃圾房产生
的恶臭的恶臭、、扰民等问题扰民等问题，，遂将小区遂将小区
物管投诉至当地街道办物管投诉至当地街道办。。

记者从当地街道办记者从当地街道办、、社区及社区及
该小区物管多方了解到该小区物管多方了解到，，业主们业主们
所投诉的所投诉的““库房变垃圾房库房变垃圾房”，”，在建在建
设时原本就被规划为垃圾房设时原本就被规划为垃圾房，，但但
此前没有启用此前没有启用。。今年今年22月月，，当地街当地街
道办责令该小区物管公司立即道办责令该小区物管公司立即
启用该垃圾房启用该垃圾房。。

垃圾房内堆放的十几个垃圾桶

安装在井盖上的监控装置

对此，北京威诺（成都）律师事
务所郭金福律师认为，购房合同中
约定“交付时完成室内燃气管道的
敷设”，如果燃气管道没有敷设到
室内，开发商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赔偿购房者的损失。但
这不属于根本性违约，达不到退房

的条件。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英占表示，既然有开放式厨
房不能使用燃气的安全规定，那么
开放式厨房显然无法实现“交付时
完成室内燃气管道的敷设”，这属
于无效条款，但是作为专业的房地

产开发公司且销售精装房，应当知
道国家关于燃气的相关安全规定，
但还与业主签订这样的合同，这是
开发商的原因造成的，给业主带来
了不便或造成了损失，开发商应当
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赔偿由此给购
房者带来的损失。

律师说法

▲交房时无燃气灶，
开发商称将安装电磁炉

▶样板间厨房摆放的燃气灶

燃气管道敷设到室外墙壁

开发商应赔偿购房者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