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用水为何发黄发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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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集中清理
户外广告牌匾

物业表示该小区的卫生饮水许可证目前仍在办理过程中

近日，家住通州区西集镇运潮馨苑小区
的 10 余位业主向记者反映，自住进小区以
来，每遇停水后再供水的状况，家中的自来水
管道流出的水就明显发黄、发黑，甚至有时还
有明显异味。不仅无法满足日常饮水，家里
洗漱、做饭也只能用桶装水。有一位业主还
表示，此前并无过敏史的自家孩子用小区自
来水洗澡竟会皮肤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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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专业机构鉴定 四项指标不合格
运潮馨苑小区业主杨先生于 2016 年入

牌匾标识，垂直于建筑物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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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发现这个情况。去年开始不少业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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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仍在办理过程中。另外，小区物业提到，物

管理规范》要求的建筑物屋顶、

“浑浊度、氯气及游离氯制剂、总大肠菌

业、业主、供水公司以及卫生监督所曾一同到

墙体上的广告牌匾，都将在今

群、菌落总数四项不合格。”杨先生向记者展

小区，从业主家中、物业水箱和水厂分别取水

年年底前清除。

示了当时的鉴定报告。带着这份鉴定结果，

检测，检测结果均为合格。

据通州区政府网站消息，
目前，通州已经开始集中开展

部分小区业主找到小区所属物业北京中宸物

清理建筑物屋顶户外广告牌匾

供水公司：
每个月水检 均达标

业管理有限公司，
“当时物业工程部杨经理跟
我们解释，说他刚来不太清楚，需要了解情

在之后的采访中，记者联系到负责为运

标识专项行动，年底前全区范

况。”有业主称，小区物业曾因未取得卫生饮

潮馨苑小区供应自来水的供水公司——北京

围内建筑物天际线全部清理完

润洁供水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

毕。近日，记者看到，通州苏荷

在电话中表示，公司每个月都进行水质检测，

时代小区标识已被拆除。

水许可证被罚款 2 万元。
左为纯净水，
右为业主家中自来水

物业：
曾三处取水 检测均合格

在也没解决。”
杨先生告诉记者。

不存在水质不达标的现象，也未听说停水会

“9 月那会儿水质好转了差不多一个月，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小区物业工程部的

导致居民用水发黄、发黑。
“ 业主家里的自来

10 月底又开始发黄，之后又隔三差五停水，

杨经理，杨经理表示，小区物业会及时清理水

水出现发黄发黑的状况，可能与物业二次供

再来水的时候水质就越来越差。我们业主去

箱，供水“不存在二次污染”的问题。对于小

水有关。”该工作人员表示。

找物业，物业说是水厂供水系统不好，经常维

区自来水发黄、发黑的现象，杨经理回复表

修、停水，导致一来水就发黄发黑，结果到现

示，小区自来水水质和地下水水质较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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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半个多月 居民室温不到 16℃
近日，通州区台湖镇东亚印象台湖小区

中仓东里社区

私装地锁太闹心
多方合力解隐患

够业主报修 20 分钟之内进行户内测温记录”

有居民向记者反映，自 11 月 15 日北京全市供

等相应的承诺。但是这份《东亚印象台湖供

暖以来，家中暖气一直“没温度”，甚至待在室

暖问题汇总及承诺解决方案》，目前只有该小

内时还需要穿上棉裤、羽绒服。
“ 这都供暖半

区物业公司负责人和业主代表的签字，业主

个多月了，我们家的暖气却跟没有似的。”家

称供暖公司说座谈后的下周一给结果，但是

住东亚印象台湖 A3 区的徐女士告诉记者。

没有给。

供暖半个多月 在家还得穿棉裤、
棉衣

热力公司否认部分业主家供暖不足问题

本报讯（记者

陈佳男）最

近，
中仓街道东里社区居委会与
“支部帮手”城管、物业、辖区志
愿者联手为十四场小区居民办
了件事，引得居民纷纷点赞，拍

11 月 29 日晚 6 时许，记者来到徐女士家

针对了解到的相关情况，记者致电北京

手叫好。原来，
让小区居民格外

中。徐女士的家人穿着厚重的棉衣，
卧室的床

瑞泰富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客服部

“闹心”
的私装地锁问题，
近日终

上还放着两床厚厚的棉被。
“我每天盖着这么

负责人刘女士表示，供暖公司确实曾于 11 月

厚的棉被睡觉，
半夜都会被冻醒。更何况家里

17 日与小区业主代表、小区物业公司进行过

的老人、孩子呢？”徐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座谈。在座谈的过程中，双方就业主提出的

东里社区开展
“协商式服务”
，
联

说。在徐女士家人的配合下，
记者用室内温度

相关问题，以及供暖公司面对的一些困难进

合物业及部分居民三方进行协商

计实地测得当时的室内温度为 15.7℃，
未达到

行了讨论。

座谈，
并组织楼门主事、
车主及业

北京供暖指定室温 18℃。徐女士说：
“现在家

11 月 29 日晚 6 点，小区业主实测室温为 15.7℃

另外，该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小区中并不

于得以解决。
为解决小区私装地锁现象，

主召开居民会议。对小区居民进

里有些
‘人气’
，
到了后半夜家里温度只有12℃

暖公司就是派维修工来家里检查进水总控制

存在“大部分业主家中室温不达标”的状况，

行入户走访，
征求大家意见合理

左右，
暖气片摸着都是凉的。”

阀门的温度，当时进水总阀门测到的最高温

供暖公司是按照国家规定为小区业主供暖

解决私装地锁现象，
并对私装地

度是 30.68℃，最低是 19.76℃。测完以后，

的，不存在供暖不足的问题。针对部分业主

锁的车主发送了《告知书》，
耐心

情况在东亚印象台湖小区并非个例。在东亚

供暖公司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说法，家里的室

反映的问题，供暖公司正在进行“地毯式”的

向车主宣讲了相关的法规，
并进

印象台湖小区 5000 余户业主中，已有 200

温也没任何变化，还是老样子。”该业主在接

测温，目前已经测温上百户并且正持续进行

行了警告，
责令限期整改。

余户业主因室温未达标的问题而加入小区

受采访时表示。

测温工作。
“有些业主家中温度不达标可能是

据了解，像徐女士家供暖室温不达标的

“供暖交流”微信群。

业主与热力公司协商无果
在采访中，有小区业主表示，自 11 月 15

经过多方努力，
部分安装地

据了解，11 月 17 日该小区业主代表曾就

管道问题，一些业主家中也存在私自改地暖

锁的居民表示同意拆除地锁。

供暖问题与供暖公司进行协商，并于 18 日制

的现象，这种私自改地暖的情况是不符合规

近日，居委会与“支部帮手”物

定了解决方案，在解决方案“供暖公司承诺解

定的。”客服部负责人说，
“ 另外，出差不在家

业、城管一同联手拆除了地锁，

决方案”一项中记录：
“ 提高锅炉运行出水温

的业主，
会关掉供暖阀门。”

恢复了小区路面平整，
将小区有

日 开 始 ，便 多 次 主 动 联 系 该 小 区 的 供 暖 单

度 60℃，回水 50℃，如不热再次提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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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公共空间还给了广大业主。

位——北京瑞泰富源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供

保证室温 24 小时不得低于 18℃，如果温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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