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入住住99年年，，居居民民楼楼现现一一道道道道裂裂缝缝
经鉴定是填充墙开裂，居民怀疑与隔壁施工有关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苑
菲菲) 入住9年的房子出现一
道道横竖交错的裂缝，原本和
楼体墙根处齐平的地面沉降了
十几厘米，墙根处的缝隙大得
可以塞进人的手掌，开发区黄
海小区61号和63号的70多户居
民不淡定了。居民们怀疑，这和
旁边盖大厦打地基有关，目前
开发区建设局已介入调查此
事。

“你看看这些裂缝，一道一
道横着，这边还有竖着的，地上
也是，都裂开了。”开发区黄海
小区61号楼的权先生指着楼外
一道道裂缝说，小区房子已经
交了9年了，一直以来都很正
常，从前年开始，距离61号和63

号楼十米左右的西面空地开始
打地基修高层，这两栋居民楼
就有了变化。

“第一年的时候没这么多
裂缝，去年夏天裂缝慢慢多
了。”居民于先生说，黄海小区
在南区只有61号到63号3栋楼，
其中61号和63号楼挨着正在施
工的现场，有70多户居民，而62

号居民楼位于61号的东面，距
离施工现场远一些。

权先生说，在发现裂缝越
来越多之后，居民们曾多次找
到施工方讨要说法，但总得到

“没事”、“没有问题”、“不影响
居住”等回答。

记者看到，62号居民楼西

侧楼体墙根处和地面之间是平
行的，且只有两厘米左右的缝
隙。61号和63号居民楼西侧墙
根处的缝隙能塞下人的手掌，
原本和楼体墙根处齐平的地面
沉降了十几厘米。权先生说，两
栋楼和正在修建的大厦之间有
一道墙，是施工方修的，去年刚
补修，今年又裂开了一道缝隙，
而小区和正在施工的大厦之间

的小路上，也有一道长三四米
的裂缝，“地下都已经挖空了，
就是隔壁打地基的关系，那边
施工的时候，我们在家都能感
觉到整栋楼都在颤，跟地震似
的。”

居民们说，他们跟施工方
交涉多次，目前还没有得到对
方的最终回复。对于居民的说
法，施工方中浩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东银财富广场项目部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予以否认，工作
人员说，两栋居民楼的裂缝问
题与他们施工没有关系，并非
是因项目部施工造成。在开发
区相关部门的调解下，施工方
愿意给出现裂缝的居民楼进行
维修，但这并非是一种赔偿，他
们也不会给非施工原因造成的
裂缝情况进行赔偿。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张明媛)

芝罘区厚安街22号楼12户居民
曾因自家的水表常年泡在污水里，
担心水表会被泡坏且污染自来水。
3日，一位居民高兴地告诉记者，上
周烟台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
对水表进行了抬高处理。

3日，在厚安街22号楼前，买菜
回来的王女士说：“上周，烟台市自
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井里的水
表进行了抬高处理。”记者打开井
盖看到，水表井里的12块水表高出
井底约10厘米，而且明显被更换
过。“水表井被清理得挺干净的，但
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流进污
水？”

烟台市自来水公司一位工作
人员称，对厚安街22号楼前的水表
井进行改井处理需要居民代表提
交申请，并且费用由居民承担。“上
周，工作人员将水表进行了抬高处
理，还用水泥将井壁进行了涂抹。”
对于居民担心的是否以后水表井
内还会流进污水的问题，这位工作
人员说，由于水表井紧挨着污水
井，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
改井，修好污水井是关键。

随后，记者联系了烟台市排水
处，工作人员说，如果污水井堵塞
了，排水处的工作人员可以帮着去
疏通，但污水井管线出现问题，需
要由产权单位或者居民共同出资
维修。

水表不用
泡在污水里了

3日，记者从开发区建设局
质监站了解到，质监站此前委托
了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黄海小
区61号和63号楼的房屋结构和安
全进行了鉴定。根据鉴定结果来
看，楼体的受力构件都没有问

题，出现裂缝的是填充墙，受力
构件上没有裂缝，也就是说目前
的这些裂缝对结构没有影响。但
目前无法确定，这些裂缝是新出
现的，还是陈旧的。

另外，墙根处开裂得有点

大不是楼体的问题，是因为居
民楼西侧的散水坡出现沉降造
成，而散水坡不是跟楼体连接，
而是和地面连接。工作人员表
示，路面沉降可能是受上面跑
车和相邻建筑施工影响，是正

常的。综合上述两个情况，虽然
无法确定就是相邻建筑造成的
填充墙裂缝，但还是有一定影
响，因此已经说服施工方免费
给予修补。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开开裂裂的的是是填填充充墙墙，，楼楼体体受受力力构构件件没没问问题题

本报 6月 3日讯 (记者
于明红 ) 大小不一的葫芦
挂件、摆饰、把件，雕刻得精
美细致，就连叶子上的纹路
也都清晰逼真。有的小葫芦
挂饰才一两厘米高，但是细
节刻画却精巧细致。

这 些 作 品 的 作 者 是 来

自莱阳的王仔财，现在他在
迎 祥 路 上 经 营 着 一 家 自 己
的古董店面。王仔财说，他
从小就喜欢画画和雕刻，但
是家里生活条件不太好，成
年 之 后 的 王 仔 财 一 门 心 思
扑到了工作上。现在的他有
了自己小家庭和店面，儿时
的梦想又在心里重新燃起。

每天晚上十点半之后，是
他的创作时间，一间三四平米
的小房间就是他的私密空间。
深夜里，伴随着佛教音乐，王
仔财的心完全沉浸到了雕刻

的作品中。王仔财说，他从
来都不照着样品雕刻，而
是跟着自己的心走。

因为全身心地投入到
雕刻中，王仔财雕刻出来的
葫芦作品有着独特的灵性，
很多市民都慕名前去求购。
但是王仔财从来不为了赚钱
而批量雕刻同样的葫芦，他
每年的作品最多只有30件。

葫 芦 有 着 福 禄 的 吉 祥
寓意，王仔财希望通过自己
的葫芦，能为更多的人带来
好运。

匠匠心心巧巧手手刻刻葫葫芦芦
王仔财说雕刻作品要跟着自己的心走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张
明媛 ) 从5月28日开始，文化
四巷78号楼内的水管就开始漏
水，积水淹了楼道内的大部分
区域，甚至还危及到了部分住
户的小棚，文化四巷78号楼的
产权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已安排
人前去维修。6月2日下午，施工
人员将管道更换完毕。

5月29日，记者刚走到文
化四巷78号楼门口，就听到了

漏水的声音。在楼道的墙上，
一张烟台市自来水公司张贴
的通知单格外显眼，上面写
道：因单元楼楼梯管道漏水，
限时三天找产权单位维修或
者改造单立表，否则将限时供
水。

因为楼里管道漏水，文化
四巷78号10户居民的生活受到
影响。“我们这是老楼，晚上没
有灯，我下班回家时常会踩到

水里。”居民宋先生说。居民徐
女士腿脚不灵便，每次经过积
水的地方都格外小心，“万一滑
倒摔一跤，我这年纪可受不
了”。

随后，记者联系了文化四
巷78号楼的产权单位中国工
商银行，一位工作人员称，会
尽快找人到现场查看。5月29

日下午，两位负责施工的人员
来到现场，在了解了具体情况

后，一位姓王的施工人员说，
因时间太久，楼内的管道严重
老化。“这里的管道走向有些
复杂，我们需要到小棚内查看
情况，希望居民配合一下，找
个合适的时间打开小棚，我们
统一更换管道。”

6月2日，记者再次来到文
化四巷78号楼，两位施工人员
已经开始拆卸旧管道。据了解，
管道已经更换完毕。

管管道道老老化化漏漏水水，，愁愁坏坏了了居居民民
产权单位已派施工人员更换了管道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王敏)

住进新房快半年了，小区环境也不
错，可万象城七区11号楼的业主还
是愁，眼瞅着天然气管道接进了厨
房，却至今没能通气。

在万象城七区11号楼，记者从
业主口中了解到，这栋楼是精装修
的房子，所以已经有业主早早入
住。但由于是新楼，入住的业主并
不算多，更多的是空房。从领了钥
匙至今，万象城七区11号楼的部分
业主已经入住快半年了，可一到了
中午和晚上，业主们就开始为做饭
发愁，家里没有通气。

在11号楼业主张女士家中，记
者看到天然气管道已经接进了厨
房，但管道口是封闭的，以下部分
包括燃气表在内都没有安装。张女
士说：“一直这样，管子早就通进来
了，燃气灶也买好了，就是一直没
给通气。”

在这段时间内，业主们一直用
电做饭，或者到市场上买点吃的凑
合下。据了解，除了11号楼外，小区
还有10号、12号等几栋楼没能通
气。

对于没能通气的原因，业主们
也说不清楚。小区开发商祥隆集团
的项目部工作人员称，开发商一直
在按时间表赶工，由于种种原因，
负责小区供气的新奥燃气5月底才
完成了审核，现在到了二次挂表的
阶段，10天之内应该就能通气。

新奥燃气的工作人员介绍，小
区的管网已经完成审核了，并不存
在要集体安表通气的情况，业主可
以自己到营业厅申请开通燃气，带
着房产证、身份证等能证明自己户
主身份的证件，到辖区的莱山营业
厅办理开通手续就行，营业厅地址
在石沟屯。

管道已入户
却迟迟不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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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根处裂缝越来越大，居民们也越来越着急。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王仔财雕刻的葫芦摆件十分
精美。 本报记者 于明红 摄

开发区建设局质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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