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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园小区 622户住户喊冷
相关部门：近期就可供暖

本报讯 （记者 范程程）
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气温里，
家住省城合作巷宏园小区的
622 户住户，因为至今还未供
暖， 不得已每日用电取暖。 1
月 8 日，宏园小区的多名住户
致电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反

映，由于家中温度太低，已有
不少老人被冻感冒，希望有关
部门能尽快解决供暖问题。

王先生是该小区的住户，
他称， 宏园小区分一区和二
区，从去年 8 月份开始，小区
实施煤改气工程。 铺设管道、

安装锅炉……看着施工人员
在小区里热火朝天忙工程 ，
“想着我们小区马上就能用上
清洁能源了，心里别提有多高
兴。 ”王先生说，可是，自工程
完工到制卡已有一段时间，可
迟迟不能供暖。

1 月 8 日上午，记者来到
宏园小区，正好碰到刚从药店
买药回来的住户李大妈。她告
诉记者，由于家里太冷，她和
老伴都被冻感冒了。 “家里温
度只有六七摄氏度，虽然‘小
太阳’一直都没关过，可是温

度怎么也升不起来。 ”李大妈
说，上个月光是电费就缴纳了
四百多元钱。

对此，西宁市中油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在
对该小区验收时，发现小区存
在部分安全隐患，前段时间处

在整改过程中。 目前，已完成
整改工作，正在制卡中。

24小时新闻热线

大同街 5 号楼院地下室漏水已有 3 个年头

地下室变成大冰窖
本报讯 （记者 祁晓军）

“水管冻裂，地下室变成一个
大冰窖。 ”1 月 8 日，省城市民
姜先生致电本报 96369 新闻
热线称， 大同街香房巷 5 号
居民楼二单元由于上水管冻
裂， 造成一百多平方米的地
下室结冰。 住户称，该楼院管
道老化导致爆裂冒水， 已经
有三个年头了。

现场：清理工作难上加难
上午 9 时 15 分， 记者在

现场中看到， 漏水结冰的位
置在地下一层， 共有 6 个房
间。 爆裂的水管壁上已经结
了几厘米厚的冰， 裂开的口
子上， 不时有水顺着墙壁流
入地下室，地面变得很湿滑。

3 天前，发现地下室大面
积结冰后， 姜先生就找来这
栋楼上个别住户一同清理地
下室的冰。 “刚刚清理完，不
到一天还是有水流进地下
室。 ”姜先生说。
楼院：无物业管理的回迁楼

“今年结冰现象最为严

重 ，三年的漏水问题始终没
有得到解决 ，这都成 “水帘
洞”了。 ”老人殷志清说。 据
老人介绍，这栋楼是 1995 年
建成，1996 年第一批回迁户
搬进来 ，殷志清老人就是其
中之一。 随着第一批住户陆
续搬走，现在 21 户中多数是
租客 ，由于没有物业 ，老人
只能和熟悉的邻居一起分担
这些费用。 但因为今年漏水
问题严重 ，老人和其他几位
邻居很难承担很高的修理费
用 ，情急之下 ，只能找社区
帮忙。

社区：维修费用很难收齐
记者就此事向西宁市城

中区礼让街办事处解放路社
区反映。 社区工作人员解释
说，前几日，他们就已经得到
了居民反映的结冰问题，但是
社区工作人员在挨家挨户收
取维修费用中存在很大的困
难，多数住户属于租客，对于
2000 元的维修费用， 这些租
客认为不应该承担， 延迟缴
费，修理费很难收齐。目前，社
区也希望这些住户能够理解
配合社区的工作，尽快将钱补
齐，完成水管修复工作。

住户：杂物煞风景 物业：会立即清理
本报讯 （记者 范程程）

“楼前不仅堆放了一些杂物，
还有一间未拆完的简易厕所
在那儿。 ”1 月 7 日，家住省城
湟水花园的季先生致电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称，小区 9 号
楼前的景象在整洁的小区里
显得格外扎眼。

当日上午 ，记者在该小
区 9 号楼前看到，一堆杂物
堆放在一楼窗前，其中以纸
板和纸盒为主。 离这堆杂物

几米之远的空地上，一间用
木板搭建的简易厕所 “立 ”
在一口井盖上。 居住在 9 号
楼的季先生称 ， 去年 10 月
份，小区做外墙保温时为了
给施工人员方便才搭建了
这间简易厕所，如今工程做
完了，可这间简易厕所拆了
一半就没了下文 。 季先生
说 ： “窗前的杂物是小区里
的清扫员堆放的，他们平时
捡个纸板， 纸盒什么的 ，可

能是因为没有地方储存 ，就
把捡来的废品堆放在这里
了 。 ”9 号楼的居民纷纷表
示，这些杂物放在这里也有
一段时间了，而纸板等杂物
属于易燃物品， 稍有不慎 ，
就可能引发火灾 ，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

对此， 湟水花园小区物
业表示， 会立即安排工作人
员将 9 号楼前堆放的杂物和
搭建的简易厕所移除。

住户：管道被堵塞 物业：会派人疏通
本报讯 （记者 范程程）

1 月 6 日，省城黄河路 8 号沿
街铺面商户杨先生致电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反映称 ，由
于下水道堵塞， 店里的生活
污水无处可排， 这给他们带
来了不便。

当日上午， 记者在杨先
生所在的铺面看到， 卫生间
内的便池中已经溢满了夹杂
着粪便的污水， 一股刺鼻的
臭味同时扑面而来。 提起下
水管道堵塞一事， 杨先生不

禁皱起了眉头， 他说：“下水
管道经常发生堵塞， 一年能
堵十多次。 ”他说，无奈之下，
他们将一部分的生活污水倒
进了路边的树坑。

随后， 记者在这家店员
的指引下找到了楼后堵塞的
下水井， 只见这口下水井正
不断地向外冒着污水， 井孔
处还不时有水泡冒出。 由于
气温过低， 地面上流了一地
的污水已经结成冰， 稍有不
慎，行人就会在此处摔倒。 杨

先生说，为了疏通下水，他自
己购买了小型的疏通工具 ，
但苦于力量有限根本无法将
整个下水管道疏通。

对此， 为黄河路 8 号院
提供无偿服务的一家物业公
司的负责人杨经理说，由于该
楼的管道老化，加之沿街商铺
开了一些饭馆，饭馆排放的油
比较多，一旦进入管道就会凝
固，发生堵塞。杨经理表示，管
道发生堵塞后，他们会尽快派
工作人员前去疏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