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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本报 1 月 6 日讯 (记

者 张帆 展萍)买房的时

候没考虑过小区的配套是否
完善，退休后无处可去成了

每天都要面对的烦恼。记者

近日在采访中了解到，市区

老小区因空间狭小、配套设

施缺乏，退休老人想出门健

身就成了烦心事。

家住市区新华路建材小

区的王先生前年退休了，喜

欢种花玩鸟的他最近两年买

了不少百灵鸟和画眉鸟，但

是每天去哪里遛鸟成了王先

生的一块心病。

6 日中午，记者来到位

于新华路中段的建材小区，

看到该小区只有 4 座楼，每

座楼都是独立的，没有一个

大院子，更没有小广场、健身

路径，每个楼门前的空地只

有 5 米多，地上画着停车位，

紧挨着住宅楼的临街房也都

已经出租给了商户。

在建材小区门口遛鸟的

几位老人也告诉记者，小区

里没有空地活动，出了单元

门就是大马路，老年人锻炼

身体比较麻烦。小区门卫说，

小区大概是 10 年前建成的，

当时没考虑配套健身设施。

三方共商杨庄小区户表改造难题———

户表改造费还得住户承担

本报 1 月 6 日讯

（记者 罗志强）2010 年 12

月 22 日，沂南县张庄镇东

山埠村 12 岁的郑丽在家
烧水时，不幸煤气中毒，晕

倒在煤球炉子上，炉火将

郑丽的棉衣引燃，使其膝

盖以上皮肤灼伤，现正在

沂南县人民医院救治。

当晚 8 时许，郑丽见
爸爸妈妈在外打工还没有

回来，就在煤球炉子上烧

水，希望爸妈回家后能喝

上热水，结果不幸煤气中

毒，晕倒在煤球炉上，失去

知觉。

“我也不知道我昏睡

了多长时间，醒来后，我的

衣服都已经烧着了，火很

大。被火烧醒后的郑丽，看

见自己被火包围后，边呼

喊“救命”，边从床上拉下

被子将自己裹住灭火。但

由于火势太大，疼痛难忍，

郑丽便放弃了这种灭火方
式，然后跑到正屋，拿起勺

子向自己身上泼水，但仍

无济于事，最后索性跳进

水缸，和闻讯赶来的邻居

一起将身上的火扑灭。

“我过来的时候，就看

到郑丽全身都着火了，我拿

着剪刀站在那里，就想把孩

子的衣服剪掉，可到头来啥

事也没有帮上。”闻讯赶来

的邻居深感遗憾。

从郑丽棉被裹身，到

跳入水缸，无一不是灭火
施救的成功方法。对此郑

丽表示，之前她曾看过有

关大火施救的画册。

目前，郑丽因身体灼

伤严重，每天仅能靠吸管
喝点开水、稀饭维持基本

进食量。

煤气中毒晕倒在煤球炉上

12 岁女孩

大火烧身成功自救

最近一段时间，杨庄

小区的水费和户表改造问

题成了小区的热门话题。

去年 10 月至 12 月小区总

水费是 19000 多元，而按

照户表的总和来收，却只

有 6000 多元，13000 多元

的水损费成了小区的头疼

事。因为逾期未交水费，凤
凰水业只好停水，要求尽

快上交水费。这些问题使
得小区居民不得不面对一

户一表改造问题，然而面

对 1000 多元的改造费，居

民又望而却步，水表改造

只好一拖再拖，始终达不
成一致意见。

三方对话大概持

续了一个半小时，基本

围绕以上四个焦点问
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对于居民所提出

的要求，几位自来水公
司人员表示他们没有

决定权，要回公司将意
见上报领导再做回复。

6 日下午，朱经理

回话说已经将意见上

报领导，但由于近期公
司正在调整事务，所以
要等到下周四才能给

出回复。

对话焦点

收费标准怎么定

对话刚开始，7 号楼

的王女士就提出：“按照

你们的预算，我们 7 号

楼是 1485 元，这费用也

太高了吧？为什么其他

楼的住户费用就低 200

元，其他小区改造费才
几百块钱呢？”朱经理随

即给出了答复，他说：

“预算要根据多个要素

来定价，因为每个楼的

户型不一，面积不一，家

里水管多少也不一，有

的家里有三块表，有的

有四块表，所以改造费
也不尽相同。”

对于这个问题，生

产技术部负责预算的小
王也作出解释，杨庄小
区有些住户阳台、厨房、

厕所和洗手间各一块水

表，这样一来，所需要的

立管就很多，材料费和

人工费就跟着增加，而

其他小区可能只有两块

表，所需立管就少，费用

就少。

改造费谁来承担

2 号楼的刘女士说：

“听说安居小区有政府

补贴，同样是小区，为什

么我们就没有？”1 号楼

的林女士说：“有的城市

户表改造是由政府、自

来水公司、物业和业主

分摊费用，你们自来水

公司和物业能否分摊

点，减轻一下业户的负

担？”

“目前临沂的水表

改造，除了安居小区有

政府补贴外，其他一律

没有，都是由业主承担。

而自来水公司是自负盈

亏，如果每个改造的小

区都要求补贴的话，自

来水公司也承受不起。”

朱经理向居民介绍。

面对居民的呼声，

物业工作人员老王也表

示了无奈。她说：“物业
只收取居民每平方米

0 . 3 元的物业费，而这些
物业费要给 6 个人发工
资，还要用来支付垃圾

处理和化粪池的费用，

实在无力补贴户表改

造。”

水损费

能否不再分摊

4 号楼的王女士说：

“如果我们交了改造费，

在改造完成前产生的水

损耗，我们是否能不再

分摊水损费，因为这部
分钱比我们的实际水费
高出好几倍，实在接受

不了。”

对于居民的这个意

见，朱经理说，即使现在

收齐了改造费，因为气

温太低，也不能施工，只

能等到年后天转暖了才
能动工。至于这期间产
生的水损费能不能不让

居民均摊的问题，他要
请示上级领导才能决

定。

施工会不会

破坏墙面和地面

7 号楼的王女士家

刚刚做了装修不久，对

于户表改造，她很担心
施工会破坏墙面和地

面，家里被弄得乱糟糟。

生产技术部的小王

解释说：“这个问题尽管

放心，不会破坏地面和

墙面，施工完成后会将

居民家全部恢复原样，

包括小区的地面开挖，

施工完成后也会恢复原

貌。”

对话背景

杨庄小区住户与水业公司、物业公司人员商量户表改造问题

对话结果

文/片 本报记者 崔洪英

老小区没设施

健身没地儿去

家住莒南县洙边镇的刘

大爷家喝桶装纯净水已经 5

年了，可是 3 个月前他从本

村小卖店换回的两桶水让他

吃了苦头。第一桶喝到一半

的时候，刘大爷肚子发胀、拉

肚子，并发现喝水的杯子里

比较浑浊，他以为是老伴给

他冲奶粉后没刷干净杯子，

后来客人到他家，老伴给客

人冲了茶，客人一点没喝，他

们才注意到原来水里有杂

质。“水烧开就像冲了奶粉一
样浑浊。”刘大爷说，他拉肚

子很长时间都没好，光医药
费花掉五六百。之后刘大爷
便找到纯净水厂讨要说法，

要求厂家化验结果。

但 3 个月过去了，虽然

期间厂家也买了水果去看望

过他，但刘大爷要的化验结

果始终拿不出来。

6 日早，记者联系了该

纯净水厂。经理侯先生介绍

说，他没有将纯净水拿到专

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而是
用电导笔进行了简单测试，

但因为电导笔长期未用没检

测出结果。双方因此一直争

执不下，浪费了很多时间和

精力。

经记者协调，侯先生答

应给刘大爷 1000 元现金，刘

大爷表示愿意接受。

帮办记者 崔洪英

水质“不纯净”

老人生了病

经记者调解，

纯净水厂愿赔 1000 元

水费没交齐

户表难改造

住户的要求

下周四回复

时间：2011 年 1 月 6 日

地点：杨庄小区物业办公室

出场人物：临沂凤凰水业有限公司 收费科朱经理；营管科王经理；生产技术部小王

杨庄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老王

杨庄小区 7 号楼王女士、2 号楼刘女士、1 号楼李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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