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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营全面整治 经过一周疏解

530余租户搬离违法公寓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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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16606

本报讯（记者 李黎明）
“违法公寓楼内

户的物品统一放置在未断电的主楼内。随后，

仅十余户未搬出！”8月5日上午，高丽营镇派

执法组又找来违法公寓楼物业管理方，
详细了

新闻线索费
每期根据新闻线索价值
设立 3 个等级：
一 等 300 元 、二 等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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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元线索费

出所、安全科、工商所以及消防支队共计130

解退房人数及退款进度，
物业方均表示已妥善

余人，到集酷小镇全面清理整治违法公寓

解决好清退工作，
并承诺不会复开。

《69 家餐厅将被实时监控》

前凌乱的走廊已被清理干净，
执法人员依次推

楼。据了解，经过一周疏解，集酷小镇违法公

下一步，高丽营镇政府将对违法公寓楼

寓楼内553户租户已有530余户主动搬离。

采取不定期巡查，严防死灰复燃，并对镇内的

8月5日上午9时，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

执法人员张贴封条

集酷小镇内看到，
七栋违法公寓楼的租户已搬

违法公寓楼发现一处取缔一处。

迁一空，楼下底商也全部搬离。进入楼内，此

张先生 300 元

门查看，
确定无人居住后将房门张贴上消防支

《集思广益 共建新农村》

队和镇政府的封条，
并切断楼内的水、
电。

刘女士 200 元

“目前公寓楼内已经有530余租户主动撤

《顺义城区两处停车场被指

离了，还有10多个不在本地，已经督促他们尽

违法收费》西女士 100 元

快回来办理退房手续了。”前台工作人员称。
由于考虑到楼内已采取断水断电等措施，
未清
理的房间又比较分散，
执法人员便将未搬离租

公寓楼所有底商被关停

农行家属院 7 年无人管

河南村

“地面塌陷、楼体墙皮脱落、单元门无
法关闭，这些问题究竟谁能解决？”近日，

地带。大门常年开着，
外人进出没人管。
“听

会，但工作人员以他们不负责为由，让他

说有人巡逻，
但没看到过。”
苏女士称。

们联系旁边小区的物业，但旁边小区的物

热心读者苏女士致电本报热线反映，位于

三栋楼 14 个单元门都是老旧木门，都

业也表示并不负责。
“ 多次找村委会、找农

河南村的农行家属院年久失修，存在诸多

关不上，门体玻璃也基本脱落。住在一层

行，还给市里写过信，可还未得到妥善解

安全隐患，2010 年后几乎成了无人管理

的王女士指着破旧不堪的木门说，不光单

决，
到底谁管理呀？”苏女士气愤地说道。

的“黑户”。而早在 2015 年，本报已经进

元门没了，
楼道内、窗户上的玻璃也基本脱

行过相关报道。记者实地探访发现，两年

落。
“这些木板都是居民自己封上的。”
王女

家属楼墙皮脱落

杂，只有部分老农行人及家属，其他都是

过去了，此事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士解释道，由于没人维修，冬天太冷，居民

为潮湿，楼体长出青苔。
“ 这些算什么，家

当地河南村居民、啤酒厂员工和外来租

便自掏腰包，
把没有玻璃的地方
“补上”
。

属楼的化粪池爆满也没人管。”苏女士称。

户。而采访中也有不少居民表示，这里的

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排污管道也早

房是农行盖的，但地是河南村的，不知为

大门常年敞开 单元门均无法关闭
近日，记者来到河南村农行家属院看

院内地面塌陷 楼体墙皮脱落

据了解，目前院子里住的人员比较混

家属院内的道路已经破损，路面坑坑

已老化，以前每三四个月，居民就自己找

六个已装满垃圾。记者发现，有一位老人

洼洼，遍布小石子，有的地面甚至已经塌

人 抽 水。
“这得抽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坐在北门旁的凳子上，但并未对这股垃圾

陷。
“ 前几年，有些居民自掏腰包把门口的

啊？”张先生满面焦虑。小区居民也都希

银行北京顺义支行营业部，工作人员称，

味道表现出丝毫反感，
显然早就习以为常。

路抹过一遍。现在，道路又破败不堪了。”

望快些找到解决之策。

农行早已不再负责管理家属院，具体谁负

王女士告诉记者。

原农行家属院 管理成“空白”

责他也不清楚。随后，记者又致电河南村

到，北门旁赫然摆放有 11 个垃圾桶，其中

家属院北门敞开着，
并已生锈。住在这
里十几年的李先生告诉记者，
之前这里是由
农行管理，
但从2010年起，
就成了无人管理

另外，家属楼的楼身设施也已破旧，
随处可见墙皮脱落的现象，有的单元楼因

农行家属院就没有人管理吗？苏女

何就无人管理了。
对此，记者以农行家属身份致电农业

村委会，
但电话无人接听，采访未果。

士告诉记者，她曾多次找到河南村村委

文并摄/本报记者组

门锁被灌胶水 谁干的

石园东区
“门锁被堵，太糟心！”近日，家住石园
东区某号楼 3 单元的王女士致电本报热线

整个单元 12 个住户中有 9 家的大门被贴

先生称。李先生也说道：
“ 大约到了晚上

上开锁、换锁等广告。

11 点多，开锁的声音才彻底消失。”据悉，

反映，她回家后发现门锁被人用 502 胶水

多家住户表示，自家大门门锁于同一

堵住。记者调查得知，该单元多家住户都

天 被 502 胶 水 堵 住。
“太可气了！谁干

受害居民已在第一时间报警。
就此，记者以居民身份致电石园东区

遭遇门锁被堵事件。目前，住户们已经报

的？”王女士告诉记者，8 月 2 日下午 3 时

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向相关人员

警，事件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许，她回家后发现门锁不太好开，下午 8 时

反映此事。随后，记者致电光明派出所，

近日，记者来到该单元看到，多家住

许，她听到对门邻居说家里门锁被人用

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接到过这样的报警，目

户换上了新锁，有些住户还未将门锁外的

502 胶水堵住，才意识到自己家的门锁也

保护膜拆下。除此之外，记者还观察到，

被人堵了。
“光我知道的就大约有 8 家。”张

前事件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文并摄/本报记者组

新换的门锁还未拆除保护膜

“人文之光”社科知识竞赛火热开启
前 1 万名答题正确率 60%以上者可领取开啡尔发酵乳 2 盒
为落实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

主要贡献有哪些？大运河是怎样带动千年

确率在60%以上的参与者可以收到领奖信

建立答题专区，与北青社区报微信公众号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要求，
深入普及大

古都北京城发展的？进而感受到北京文化

息，
奖品为君乐宝乳业提供的开啡尔发酵乳

共同完成初赛。同时，通过百余家社区驿

运河知识，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全

中的运河元素和风俗人情。题目设置力求

2 盒。凭领奖信息，
获奖者可从遍布京城的

站在线下针对社区居民对活动进行推荐，

国文化中心建设，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以点带面，
给参与者以启发，
激发广大市民

百余家社区驿站领取到参赛纪念品。

方便社区居民参赛。

联合北京青年报社于 8 月 8 日至 9 月 17 日

群众对运河文化等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推广得力 影响广泛

开辟专栏 普及知识

举办2017
“人文之光”
社会科学知识竞赛。

参赛简单 答题有礼

内容聚焦大运河文化

北青社区传媒旗下拥有近百万粉丝的

配合知识竞赛活动开展，积极营造全

初赛阶段，参赛者通过
“H5”答题页面

30 家微信公众号及“OK 家”APP 在活动

市上下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良好氛

此次竞赛内容将紧紧围绕大运河文化

在移动端完成问卷的填写、
提交。答题页面

期内每周发布竞赛相关信息吸引群众参

围，市社科联还将与北京青年报社联合北

来展开。通过答题，
以点带面，
让参与者了

采用动态题库，
每次答题将从题库中随机选

与。北京市社科普及网站——人文之光网

青社区报开辟专栏，陆续推出七期有关大

解到：
大运河是怎样逐渐形成的？大运河的

取10道题目供参与者作答，
前1万名答题正

和社科普及微信公众号——
“京社科”
也将

运河知识的连载，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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