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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发发商商欠欠了了近近4400万万元元水水费费
自来水公司贴出停水通知，交了水费的小区居民很“受伤”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于
明红) 16日，开发区山水名园
小区宣传栏上的一张停水通
知，让业主们担心起来。开发
商 拖 欠 自 来 水 公 司 水 费
395690 . 50元，4月23日前如果
不结清水费，开发区自来水公
司将停止对小区提供供水服
务。

17日上午，记者来到开发
区山水名园小区，宣传栏上的
停水通知已经不见了。但只要
在小区里一提到停水的事情，
业主们就凑上来争着发表自己
的意见。“我水费一下交了半年
的，从来没拖欠过水费啊，不知
道开发商怎么欠了这么多水

费。”小区业主吕先生说，业主
们都担心23日之前开发商无法
结清水费，“这样我们小区就都
得停水了。”

记者了解到，开发区自来
水公司在停水通知中写道：中
国永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
水名园，自2013年2月17日至
2014年4月11日共计拖欠水费
395690 . 50元，请于2014年4月23

日之前交纳，逾期我公司将停
止提供供水服务。

17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开
发区自来水公司，一位姓邵的
工作人员介绍，山水名园小区
的自来水管道以及一户一表
都是由开发商自己施工的，目

前还没有移交给自来水公司
管理。“现在小区在自来水公
司这儿，登记的是山水名园整
体用户，我们是收费到总表，
业主的水费是由物业公司收
取的。”

开发区自来水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从去年2月份开始，山
水名园就没有向自来水公司交
过水费。考虑到小区居民用水
的问题，开发区自来水公司并
没有停止对小区供水，“但是我
们也不能天天跟着开发商催
债，现在开发商欠水费已经接
近40万元了，我们没办法才在
小区贴了停水通知，催促开发
商结清水费。”

而山水名园物业的夏经理
说，“每个月的水费我们都要亏
损，很早之前物业就基本不收
业主的水费了。”根据他的统
计，物业每个月从业主那儿收
取的水费大概2万多元，但是物
业每个月要交给自来水公司的
水费要5万元左右。

夏经理告诉记者，他很早
就提出要将小区的自来水移交
给自来水公司，但是开发区自
来水公司始终没有接收。至于
自来水公司为什么不接收，夏
经理表示这其中的原因很复
杂。“我明天和自来水公司约好
了，一起碰面协商一下，争取早
点把问题解决好。”

小区已经

通上普通电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王敏)

入住了新房，却用的是临时高
价电，而且天然气也没有开通 (详
见本报4月8日C15版)。17日，记者
从芝罘区凤凰公馆了解到，小区
已经通上了普通电，并且21日起就
能办理天然气开通手续。

17日，在凤凰公馆小区，居民
们告诉记者，现在已经用上了正
式普通电。“用上好几天了，安上
一户一表后，很快就通电了。”小
区东单元楼的一名居民称，现在
按民用电价交钱了。

对于小区的供电问题，小区
开发商称他们也很委屈，钱早就
交上了但不知为什么设备总是没
安好。由于临时电价钱太高，开发
商平均每个月要倒贴5万元电费。

“这部分钱开发商掏了，不会让居
民承担。”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而居民们关心的通气问题，
记者了解到，小区居民21日就能办
理通气手续。居民需要拨打新奥
燃气白石营业厅的电话申请安装
燃气表，然后才能完成后续通气
手续，整个流程将在15日内完成。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造福天下老人

本报讯 (记者 尹海涛 ) 广
济老年人颐养中心作为烟台首家
医护型养老机构，把医院和敬老院
的优势合二为一，开创医养结合养
老模式，这将是未来养老机构发展
趋势。

广济老年人颐养中心的创办
人邰风说，他走遍烟台大大小小
的养老机构，都是以生活照料为
主，没有医疗救治设备。护工没有
经过系统培训，专业知识不足，服
务能力明显不足，这更坚定其创
办医护型养老院的决心。

据介绍，广济老年人颐养中
心依托背后广济脑科康复医院强
大的医疗支撑，有专业的医生和
护士团队。“我们这里护理人员大
部分有护士证，和医院的护士没
什么区别，这些优势是其他养老
院无法比拟。”邰风告诉记者。

据邰风院长介绍，这里除了行
使养老院的功能外，还有着医院的
功能。为把养老院优势和医院优势
合二为一，中心做到了四个结合，
临床护理与24小时生活照料相结
合，临床诊断与疾病康复想结合，
养老、心理疏导与临终关怀相结合
以及专病食谱和调养药膳相结合。

广济老年人颐养中心地址：三
马路1号气象局原办公楼葡萄山小
学大门北50米。联系电话：办公室电
话：0 5 3 5 - 6 6 0 7 5 7 7，主任电话：
18563816866，院长电话：13953553293。

一一楼楼居居民民给给阳阳台台加加了了个个扶扶梯梯
邻居认为楼梯挡住了地下室的窗户，侵犯了自己的采光权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于
飞 ) 一楼居民对自家阳台进
行了改造，加了一个铁制扶梯，
方便进出。但是楼上的居民觉
得这个扶梯挡住了地下室窗户
的阳光，侵犯了他的采光权，但
是一楼居民拒绝拆除铁制扶
梯。

“弄这个扶梯，把我家地下
室的光都挡住了，进去啥也看
不见了。”市民孙先生住在莱山
区海滨小区，他说一楼的邻居
私改阳台，侵犯了他的采光权。
17日，记者来到孙先生家，看到
了他所说的邻居改造后的阳
台，记者看到孙先生的邻居在
一楼阳台后面加了一个铁制扶
梯，这样可以从外面直接通到
家里，而扶梯的下面有两个窗
户，这两个窗户其中有一个是
孙先生家地下室的窗户。孙先
生说，地下室没有灯，全都靠这
个窗户透点光，可是现在被扶
梯挡着，进到地下室后里面黑
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孙先生
告诉记者，他多次与邻居协商，
希望他把这个铁制扶梯拆除，
可是邻居不同意。

随后，记者来到孙先生的
邻居王先生家中，王先生告诉
记者，他们住的房子是二手房，
买房子的时候，原房主就已经
加了这个扶梯。王先生说是他
们先买的房子，然后搬进来住
了一年多，孙先生又买了楼上
的房子搬进来的，如果孙先生
觉得扶梯挡住了地下室的光，
那么当时可以不买这里的房

子，“他买房子的时候，就有这
个扶梯，现在又让我们拆，凭什
么呀？”王先生表示，对于孙先
生让他们拆除扶梯的要求他们
难以满足。

记者从小区物业了解到，
为了扶梯的问题，孙先生曾多
次找过物业，物业也与王先生
沟通过，除非王先生自愿拆除，
不然物业也不好解决。随后，记

者又从城管部门了解到，对于
小区居民对自家阳台进行改造
的问题，不是他们监管的范围
内，他们只能管理城区公共道
路，居民楼内的问题，他们也无
能为力。

鲁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吕君妮告诉记者，《物权法》第
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
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

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
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相邻
关系中的一方不能侵害相邻
人的采光权，不能造成安全隐
患。

孙先生如果认为王先生侵
害了他的采光权，可与之协商
拆除，协商不成可向住建局投
诉，若仍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可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老老楼楼墙墙皮皮脱脱落落，，掉掉下下水水泥泥块块
差点砸到出门晨练的老人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于
飞) 家住芝罘区环山路108号
楼的孙先生，早上出门晨练时，
突然从楼上掉下一些水泥块，
差点砸到他的头上，把孙先生
吓得不轻，孙先生说这已经不
是第一次掉水泥了，住在这样
的楼里实在是不安心。

14日早上5点左右，今年已
经80岁的孙先生出门晨练，可
是刚出楼道门，突然“哗啦”一
声，一堆水泥块从天而降，落在
了他的眼前，“就差一步，就砸
到我的头上了，真是吓死我
了。”孙先生说，楼上掉水泥已
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前几天，
旁边的单元也有水泥块掉下
来，这次是他亲身经历，切实感
觉到了危险。“住在这样的楼里
真是不安心，就怕哪天出点啥
意外。”孙先生说。

16日上午，记者来到孙先
生所住的环山路108号，从楼上

掉下的水泥块还遗留在楼下，
无人清理，孙先生的邻居丛先
生告诉记者，这些水泥块都是
从三楼掉下来的，他说，楼下的
通道比较狭窄，居民出门只能
贴着墙边走，如果有水泥块掉
下来，砸中人的几率是比较大
的，他们都觉得这样挺危险。

记者看到除了三楼的墙体
有破损的地方，这栋楼其他单
元上，也有墙体脱落的情况，水
泥脱落后，里面的钢筋都漏了
出来。除此之外，楼梯通道也有
裂痕，清晰可见。

之后记者到多户居民家中
走访，发现居民家中的墙体也
有裂痕出现。居民李女士告诉
记者，家中的裂痕是最近一年
陆续出现的。“裂痕越来越多，
我们挺担心楼的安全问题。”李
女士说。

据了解，这栋楼是1974年
所建，至今已经服役40年。丛先

生告诉记者，10年前房子出现
过质量问题，也曾经维修过，但
是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亟
需要再次对房屋质量进行检
查。

现在楼房的公共部分出现

问题，居民想要检修，是否可以
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呢？丛
先生告诉记者，房改后，他居住
的房子属于他个人所有，当时
也由他个人交纳了房屋维修资
金，但是他从来没有申请过。

孙先生说，有楼梯挡在前面，地下室里透不进光。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14日早晨，此处墙体的水泥块脱落。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追踪报道

维修资金咋申请

据了解，要申请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申请人需要提出维修或者更
新改造建议，编制维修工程预算
书、费用分摊预案，并在相关区域
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一
周。采取召开业主大会或书面征求
意见的方式，经专项维修资金列支
范围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讨论通过，之
后申请人到服务窗口提交材料，申
请资金。如果申请通过，将根据维
修预算的30%拨付，竣工后再提交
相关材料，申请拨付余款。

本报记者 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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