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诉讼中，双方最大争议点在
于开窗面积是否符合标准。

开发商认为，写字楼虽然窗
户少，但安装有新风系统作为通
风换气装置，该业主办公区域通
风不畅是由业主装修隔断不合理
导致。为此，法院请第三方鉴定机
构西南交通大学建设工程质量事
故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果
显示：玻璃幕墙开窗比例不满足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GB50189-2005）的相关要求。

10月18日，此案继续公开审
理。对于鉴定结果，开发商质疑，
唐先生对涉案房屋进行了隔断装
修，导致其中一间房屋无窗户，因
此鉴定机构基于房屋现状做出的
鉴定有瑕疵；同时，房屋安装有新
风系统，鉴定结论中并未发现通
风换气装置与实际不符；此外，鉴
定机构不能在无温度、湿度、通风
等限定条件下，直接引用规范条

文作为开窗比例是否满足国家标
准的依据等。

但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上述
《标准》规定，外窗开启面积不应
小于窗面积30%；透明幕墙应具有
可开启部分或设有通风换气装
置；针对房屋中增设隔断墙的问
题，鉴定机构表示鉴定是以房屋
整体作为对象进行鉴定，隔断对
鉴定结论并无直接影响；虽然房
屋内确实存在新风系统出风口，
但根据鉴定机构意见，唐先生不
能自由使用房内的新风系统，当
新风系统停止工作时，在既无幕
墙换气装置，开窗比例及窗地面
积均不满足规范的情况下，该房
屋不满足上述《标准》要求。综上，
法院不予采纳开发商的异议。

最终，法院判决：要求开发商
在30日内按照标准规定在玻璃幕
墙上增设通风换气装置，以达到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写字楼玻璃幕墙开窗太少，业主状告开发商

法院判开发商
增设通风换气装置

开发商不服一审判决，认为房屋符合建造标准，准备上诉

根 据《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GB50189-2005）相关规定，“外窗可开
启面积不应小于窗户的30%；透明幕墙应
具有可开启部分或设有通风换气装置。”

“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仅
有三处窗户，而且由于窗户面积
过小，未达到国家标准，造成空气
流通不畅，室内温度常常在30℃
以上。”2010年，市民唐先生花200
多万元在成都市天府二街一甲级
写字楼里购买了办公用房，2013
年入驻后不久，公司员工因大脑
缺氧在办公室内晕倒。唐先生及
公司员工认为，这是写字楼玻璃
幕墙开窗面积太少，通风不畅所
致。为此，他多次找到开发商要求
增设窗户，但事情始终未得到解

决（成都商报曾报道）。
去年4月，唐先生将一纸诉

状递到高新区人民法院，要求开
发商在玻璃幕墙上增设窗户或
通风换气装置，以达到国家相关
标准。今年11月10日，唐先生拿
着法院判决书，心情激动，历经
四年此事终于有了结果：今年10
月30日，高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要求开发商在30日内按
照标准规定在玻璃幕墙上增设通
风换气装置，以达到《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

2010年10月，唐先生花200多
万元在天府二街蜀都中心一期写
字楼购买了260多平方米的房屋，
2013年装修后将公司搬到此处办
公。然而，不久，他发现办公室通
风不畅，空气不好，特别是他所在
的独立办公室，是全封闭的玻璃
幕墙，没有窗户，夏季炎热时，室
内温度高达40℃，平日也有30℃。
办公室里通风不好，员工们常常
在休息时出去透气，但意外还是
发生了。2016年3月2日，公司员工

龚女士突然在办公室晕倒，送医
治疗后，发现有大脑缺氧症状，一
个月后才出院。龚女士回忆，当天
晕倒并非第一次，此前一天，她也
有同样症状，后来到室外透气后
缓解了很多。

成都商报记者在唐先生公司
的办公区域看到，龚女士不到10
平方米的独立办公间内没有窗
户，而整个办公区（260平方米）仅
三处有窗户，通风条件差，室内温
度经常达到30℃以上。

“室内外温差10℃以上是很
正常的事。”唐先生说，为外形美
观，写字楼几乎都是封闭的玻璃
幕墙，但他买的办公区仅三处有
窗户，其中一处还被墙壁遮挡。让
他苦恼的是，尽管写字楼安装了
新风系统，但没起到作用，“物业
来修整了几次，还是没用”。

“根据《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相关规定，外窗可开启面积不
应小于窗户的30%；透明幕墙应具
有可开启部分或设有通风换气装
置。”唐先生认为，开发商出售的
房屋并未按规定设计玻璃幕墙，
开设的窗户面积过小，造成空气

流通不畅，并导致室内温度过高。
为此，他曾多次找到开发商及物
业协商，要求增设窗户，但并未成
功。于是，2016年4月，他向高新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
在玻璃幕墙上增设窗户。

在诉讼过程中，唐先生了解
到，考虑到高层建筑结构安全性，
如果要开窗，需要满足3个条件：
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同意后
出具开窗方案（需要具备甲级资
质）并报规建局审核；原设计单位
同意变更开窗。于是，在第二次开
庭审理后，唐先生修改诉讼请求，
要求增设通风换气装置。

原告代理律师蒲虎也是成都市
政协常委。蒲虎称，关于唐先生诉讼
开发商房屋开窗面积不符合标准的
案件，在成都乃至全国几乎从未有
过，通过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并未
发现有相同案例。因此，本次法律判
决具有价值指引作用。

“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对今后
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具有重要指引。”
蒲虎表示，唐先生公司所在的写字
楼在开窗面积不足的情况下，通风
换气装置也未达到标准。开发商在
设计环节一味追求华丽的外观，使
用全封闭或极少开窗的玻璃幕墙，
而忽视了真正实用环保的理念。现
在全社会提倡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建筑物开窗多了有利于自然采
光、通风和温度调节，体现节能环保
的要求，同时也避免玻璃幕墙造成
的城市光污染，可以说一举多得。

蒲虎透露，将于近期向市政协
提交相关提案，要求有关部门从规
划等源头上避免写字楼开窗过少和
大面积集中使用玻璃幕墙的现象。

不过，对于一审判决结果，
开发商成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并不满意。“我们感到十分意
外。”该公司负责人朱先生称，写字
楼属于超高建筑，设计、施工、监理
单位均为甲级，符合国家规范，并且
楼盘设计、修建、验收均符合相关要
求后，才交付给业主。同时，他还出
示了相关证据，在一份《四川西南建
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施工图审查意
见汇总表》上，审查结果中，地勘、建
筑、结构、暖通、抗震等项目均为合
格，综合结论也为合格。“目前的审
判结果，相当于推翻了前期楼盘的
设计修建、验收等各个环节，这肯定
是不合理的！”朱先生表示，公司对
于一审判决并不认同，准备上诉。

此案全国罕见
判决具指引意义
建筑物开窗有利于绿色环保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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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近 2000 米的茂县岷江
电化厂车间，监控显示屏把车间内
危化产品生产线每的个角落都一览
无遗，工作人员说，一旦发现紧急情
况，视频将通过移动极光宽带第一
时间传递到县安监局。

据介绍，为加强对矿山、危化、
加油站等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应急
指挥，近年来四川移动协助四川阿
坝州茂县政府建设安全生产监控应
急指挥平台，从被监管企业基础资
料信息化管理、实时监控、网络预警

和应急指挥调度等方面，实现信息
化安全监管和应急指挥。

截至目前，已实现通过 188 个
摄像点位和51个传感器，对该县域
内7家危化生产、13家危化经营、2
家非煤矿山、6家冶金冶炼和2家其
它类型共30家生产经营单位，实行
在线远程监控及视频数据自动存
储、基础信息化传递查阅、预警信息
分类发布、应急指挥调度、专线视频
通话、监控区域三维影像查看、手机
平板功能应用等。 （庞健）

四川移动宽带“互联网+”信息服务
改变3410万居民通信生活

四川移动“宽带四川·信息精准扶贫”系列之二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移动宽带用户飞
速增长，已超1亿，其中四川移动宽带已覆
盖全省3410万住户，并具备“覆盖广、产品
多、速度快、服务佳、内容好”等突出优势。在
用户规模迅速扩大的基础上，四川移动积极
响应国家“十三五”规划、“互联网+”战略和
中国移动“大连接”战略要求，发挥信息通信
技术业务的融合创新优势，深入推进“互联
网+大连接”在四川的落地实施，服务政务
民生。从智慧家庭，到助力农村信息化精准
扶贫，再到“雪亮工程”、助力打造智慧旅游、
安全监控等领域，四川移动极光宽带凭借高
速稳定的服务、优惠的资费大显身手。

农村或偏远地区地广人稀，当地人民
群众的财产及人身安全问题一直紧密关
系民生。四川移动一直着力于推进信息
普遍服务，自 2004 年以来，累计投资约
122亿开展“村通工程”建设，村通建设投
资和规模居全国前列。共建成村通基站约
1.9 万个，累计实现 10962 偏远行政村、
20849个偏远自然村通电话和3.94万个行
政村通宽带。

自去年5月以来，四川移动积极响应
国家“互联网+”战略和中国移动“大连接”
战略，率先在全省14个市、州建成多层级、
多跨度、多形态、交互式的乡村（社区）治安
监管系统——“雪亮工程”，充分发挥“群众
雪亮的眼睛”优势，动员各级各部门、社会
力量和广大群众共同监看视频监控，从而
真正实现治安防控“全覆盖、无死角”。

四川阿坝州茂县是全国藏区首个“雪
亮工程”试点县。该县浑沟村大量农村青壮
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
突出，农村治安防范能力弱。去年以来，四
川移动克服浑沟村有线网接入困难等难
题，现已实现光网全覆盖，极光宽带“家家
用”，高清电视“户户通”。笔者在浑沟村见
到，村民只需一台电视，就可以实时查看村
里几个重要路口的监控影像，一旦发现安
全隐患，就可以通过电视机顶盒或手机智
能App一键报警。据悉，目前茂县“雪亮工
程”县-乡-村三级监控平台建设完成并投
入使用，该平台覆盖了80个行政村。

在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的
达古冰山风景名胜景区，分布着200
余个高清摄头，通过四川移动铺设的
光纤，及时将景区内每个角落的情况
发送回指挥中心，系统自动从中筛选
出需要处理的信息，向景区工作人员
发出指令；在海拔4860米的达古冰
山主峰，移动4G信号满格，游客们打
电话、通过朋友圈和亲朋们视频分享
美景毫无压力……笔者日前在黑水
的达古冰山风景名胜景区了解到，四
川移动运用自身网络和技术优势通
过物联网技术协助黑水达古冰山景
区管理局搭建起集游客安全监控、
景点发布、道路监控、森林火灾防治
和野生动物监测为一体的智慧旅游
平台，给游客的吃、住、行和生命安
全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保障。

根据四川省规划，到2020年，基
本建成位居全国前列的旅游经济强省
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为打通“旅游
信息高速路”，四川移动积极响应，协
助阿坝州当地政府全面实施“互联
网+旅游”战略，以大九寨智慧旅游平
台建设为契机，实现4A级以上景区
免费WIFI全覆盖，将4A级以上旅游
景区全部接入省旅游应急管理平台。

一方面利用移动大数据输出能
力，打造了四川省旅游大数据项目，
为企业、游客提供及时、准确的公共
信息服务。另一方面，搭建“旅游云”
平台，与交通、教育、金融、政务等各
行各业融合，为客户提供有利于决
策的数据分析和服务。目前，四川移
动在全省完成 7 个智慧旅游市县、
17个3A以上智慧景区建设。

四川移动助力智慧旅游 打通“旅游信息高速路”

四川移动助力信息化安全监管

四川移动“雪亮工程”
为群众编织
“全覆盖、无死角”天网

四川移动协助达古冰山景区建成的数字化运行指挥中心内工作人员
通过手机即可登陆视频监控系统

以前，处理电子眼交通违法
需要到交警分局窗口或者邮局进
行办理。现在方便了，在手机上登
录成都交警“蓉e行”平台，就可
轻松处理交通违法和缴纳罚款。

11月14日上午9时，由成都
交警微信公众号打造的“蓉e行”
交通公益众治联盟平台，正式开
通“电子监控违法处理”和“违法
举报调查处理”两大功能，“蓉e
行”注册用户和提前“面签”绑定
的驾驶人，可通过“蓉e行”对注
册车辆的电子监控交通违法进
行网上处理；被“蓉e行”用户举
报且符合简易处罚程序相关规
定的交通违法行为，违法当事人
也可通过“蓉e行”进行网上调查
处理。

电子监控违法处理
一人一车最多可处理11分

注册成为“蓉e行”用户的市
民，以及提前“面签”绑定的驾驶
人，可通过“蓉 e 行”对注册车辆
的电子监控交通违法进行网上处
理。而对于大中型车辆、营运类车
辆、多次违法黑名单车辆等重点
车辆限制办理。

成都市交管局科信处民警赵
志恒介绍，违法车辆需为“蓉 e
行”用户绑定车辆，驾驶证为成都
籍，可处理成都籍车辆的本地和
异地符合简易程序的交通违法，
一人一车最多可处理11分。

据了解，注册成为“蓉 e 行”
用户的市民，其驾驶证最多可绑
定 3 台非本人的车辆，绑定时须
前往交警分局窗口提交相关手
续，线下办理面签业务。“本人本
车不需要去分局，直接注册就可
以处理。”赵志恒说，面签的用户，
完成后可处理自面签之日起以后
的电子眼交通违法。另外，一辆机
动车最多能被3本非本车车主的
驾驶证绑定，绑定时同样需要线
下办理面签业务。

同时，为了杜绝“分串串”买
分卖分，驾驶证及机动车的绑定

及解除均设置了绑定时限：自绑
定之日起一年内，如无特殊原因，
不得解除绑定。

民警提醒，驾驶人提交非本
人车辆绑定申请，驾驶人必须到
场，需要提交身份证、驾驶证原
件，并提交绑定车辆所有人的身
份证及行驶证原件；车主提交车
辆绑定驾驶人申请，机动车车主
和被绑定机动车驾驶人必须同
时到场，机动车车主需要提交身
份证及行驶证原件，被绑定驾驶
人需要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及机
动车驾驶证原件。解除绑定时，
仍需提供相关证件及证明，被绑
定驾驶人不必到现场。

违法举报调查处理
可处理被举报的交通违法

“蓉e行”启用以来，广大市民
积极在该平台举报交通违法行
为。以前，被举报的车主需要到各
个交警分局进行调查处理，现在，
只要违法当事人无异议且符合简
易程序的，可以通过“蓉e行”直接
进行处理。但对属于一般程序或
违法当事人有异议的举报违法，
须前往违法发生地交警部门，进
行调查和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
小虎表示，从判决结果来看，开发商出售
的房屋并未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表面上看
应该是设计环节出了问题，如果是设计出
了问题，后续验收都是按设计来验收的，
才会导致后续都认为是合格的。开发商作
为合同的出售方，理应对未达到标准带来
的后果负责，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可以要求
进行整改，如果导致严重的质量问题，严
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高新区规划建设局相关人员表示，蜀
都中心写字楼的设计、建设等均符合国家
规范，“开窗面积不足，设有通风换气装置
是标准允许的。”对于通风换气装置标准
如何认定，他称只要能起到通风换气功能
都可以。不过，蜀都中心写字楼没有独立
的能源设备，其新风系统使用的是集中供
能，通过购买的形式供冷暖，从建筑设计
角度说，通常设计时有相关符合标准的就
可以。造成目前的矛盾，应该是后期经营
管理中出现了问题，“如果一直正常运行
是可以达到标准的。”

西南交大建设工程质量事故鉴定中心
专家杜龙解释，根据《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GB50189-2005）相关规定，“外窗可开
启面积不应小于窗户的30%；透明幕墙应
具有可开启部分或设有通风换气装置。”杜
龙表示，只要满足其中一条便可达到标准。
不过，对于何为“通风换气装置”，业内的理
解是：只要能起到通风换气功能的便是，没
有指定具体装置，也就是说开发商在开窗
不足的情况下，安装新风系统作为通风换
气装置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细节，通风
换气装置需要随时开启换气、通风功能，否
则便失去了作用，如此便不能认定为通风
换气装置。”杜龙说，当新风系统停止工作
时，如果写字楼既无幕墙换气装置，开窗比
例及窗地面积也不满足规范，那么房屋便
不满足上述《标准》要求。唐先生则表示，其
公司所在写字楼的新风系统使用时间有限
制，通常在夏季6月至9月使用，其他时间并
未使用。同时，效果也不理想。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川A车主注意
今起电子眼交通违法
可在“蓉e行”处理

开窗面积不足
通风换气装置标准
如何认定？
专家：通风换气装置需要随时开启
换气、通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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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回顾

写字楼玻璃幕墙窗户少
通风条件差，员工在办公室晕倒

业主
起诉

办公区仅三处有窗户
要求开发商在玻璃幕墙上增设窗户

法院
判决

开窗面积不合标准
要求开发商增设通风换气装置

唐先生在一甲级写字楼里购买的办公区域一角

唐先生公司所在的蜀都中心写字楼

唐先生公司办公区仅三处有窗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