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这个小区分为高层和叠墅，叠

墅是去年 9 月就交付了，高层的 1、3、5、6、

7号楼于今年 2月交付使用，只剩 2号楼没

有交付使用。”陈先生告诉记者，既然有这

么多业主入住，大家就商量着成立业主委

员会，选举出热心公益的业主，为大家争

取合法权益。“我们向社区与开发商申请

后，相关单位召集业主开了一次座谈会，

开发商拿出来的材料让我们难以置信。”

11 月 18 日，为了成立联泰天禧业主

委员会一事，红角洲管理处房管办、社区

书记、辖区民警、开发商代表、物业代表与

业主代表坐在一起商讨。会上开发商代

表拿出一份材料，列举了已交付和未交付

的楼栋，最后结论为物业总建筑面积约为

19.5 万平方米，已收房建筑面积约为 8.46
万 平 方 米 ，收 房 面 积 占 总 建 筑 面 积 的

43.37%。

“根据规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条件

是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出售并交付

使用的建筑面积达 50%以上。根据开发

商的这个说明，我们就无法成立业主委员

会。”参与了现场会议的业主代表王先生

说，当时很多业主对这份说明提出异议,
“为什么只有一栋房子没有交付，交付面

积竟达不到 50%？开发商提供的这份数

据是否真实？”

对此，业内一名相关人士表示，在实

际操作中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因为物业

总建筑面积不仅包括业主居住的别墅和

高层，还包括了商业街、地下车库以及各

类公摊面积，这些面积加在一起不是小数

字，如果商业街等物业没有验收，确实会

出现业主人数过半，但物业面积不过半的

情况。”

那 开 发 商 提 供 的 数 据 如 何 核 实 真

假？如果数据是真的，这种业主收房人数

过半，收房面积却不过半的情形应该怎么

办？12 月 7 日，记者来到红角洲管理处房

管办采访了相关负责人鄢平。

“我们也核实不了这个数据的真假。

对于群众的疑问，我们在 11 月底已经向

区住建局反映，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指

导。”鄢平表示，自己在会议上已经提醒了

开发商代表，对提供的数据要负责任。“不

仅是请求区住建部门核实，我们还把开发

商提供的已收房名册放在社区供业主代

表查阅，并建议他们根据名册找到未收房

业主沟通核实，如发现已经收房业主未出

现在名册中，我们会对开发商的造假行为

进行调查。”

虽然鄢平表示，之前已经找过区住建

局核实开发商提供的数据，但在记者采访

时，住建局仍未给出明确回复。随后，鄢

平与记者约定第二天一起去区住建局，督

促对方尽快对该数据核实并出具结论。

12 月 8 日上午，红角洲管理处房管办

负责人主动与记者联系，表示区住建局已

经答复，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既然已经

有这么多业主收了房，那么联泰天禧小区

成立业主委员会一事可以推进，请管理处

房管办与社区指导业主尽快按流程推动。

“现在我们已经在社区的指导下进行

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筹备工作。”王先生高

兴地说，自己也准备去报名，希望能为业

主出一份力。

小区成立业委会曾被数据“卡”住
记者多方联系协调后终获解决 红谷滩区住建局称正在推进筹备工作

“小区的 5栋高层与别墅都竣工交

付，只有 1 栋楼没有交付，但开发商却

说交付面积不到总面积一半，达不到

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条件。”近日，南昌

市红谷滩区赣江南大道 1588 号联泰天

禧小区业主陈先生通过江西新闻客户

端“党报帮你办”平台，向记者反映他

们遇到的烦心事，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早日成立业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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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
西新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
办”频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我们将及时帮你问、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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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近日，笔者在南昌一些商超和母婴店发现一个“怪现
象”——凡是冠以“宝宝专用”的商品，比普通商品贵了2倍至5倍
以上。以纸巾为例，普通纸巾售价约为2元，但“宝宝专用”纸巾
标价高达5元，一款“婴儿专用”的纸巾售价竟超过了10元。

让笔者瞠目结舌的不只是纸巾。仅有0.1千克的婴儿食用
盐，售价49元，200毫升的“宝宝专用”酱油标价58元，店家极力推
介的一款婴儿专用水每瓶接近6元。在这些包装精美，又打着

“宝宝专用”旗号的商品面前，某些宝爸宝妈们抱着“尽量给孩子
买点好的”这样的心态，对商家宣传的功效深信不疑，更有甚者对
这种“宝宝专用”商品不辨质量趋之若鹜。

实际上，大多数“宝宝专用”商品只是商家的营销噱头。到目
前为止，我国只有部分针对婴幼儿配方食品、辅助食品的标准，其
他产品并未区分成人和儿童。既然没有产品标准，何来“宝宝专
用”？毫不客气地讲，部分商家正是抓住了家长舍得为孩子花钱
的心理，让他们花冤枉钱，缴智商税。

今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清理整治网络销售和
宣传“特供”“专供”标识商品专项行动，某些“宝宝专用”产品宣
传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家长切莫相信促销人员的口头宣传或承
诺。在挑选儿童商品时，家长务必看清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和主
要原料等，了解产品真正价值，“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莫让“宝宝专用”坑了钱包
付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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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一窗通办 居民只跑一次
杨长城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派出所与社区合作办公，我小孩的落户、医保手续一窗通

办，10分钟就搞定了，窗口民警的服务态度也非常热情，我十分

满意”。近日，南昌市民刘先生致电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

办”，反映自己在红谷滩派出所办理户政业务时方便又高效。

据悉，红谷滩公安分局以“转作风、提效率、树形象”专项整

治工作为契机，紧盯公安服务窗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创新推动派出所与社区合署办公、交所业务一起办、延时服务、

一窗通办、送证上门等业务，大力纠治不规范、不文明、不热情

现象，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品质，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显著增强。该局纪检监察部门联合警务督察、户政部门，通过

现场明察、实地暗访、视频督察、警务评议、公布举报方式等开

展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下发监察建议书和提醒提示

函，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突发意外 现场无安全防护

世茂大观南苑 8 栋 1 单元 101，是一栋

地上 5 层、地下 2 层的别墅。15 日上午 9
时，记者来到这里，现场处于停工状态，地

上的血迹依然清晰可见。别墅外围的一

堵墙下，电钻仍然掩埋于此。

徐碧坤是邓邦华的工友，两人同在现

场作业，由于事发时不在墙下而躲过一

劫。他告诉记者，业主名为马俊，装修承包

人叫刘贤明。今年 11月初，刘贤明让工人

曹斌请人来拆墙，工资为350元/天，邓邦华

和徐碧坤便在11月9日进场施工。

“邓邦华干了 20 多年这种活，还是很

有经验的。事发墙体长和高约为 2 米，依

照惯例，他准备先用电钻把墙的下半部分

拆除一些，然后再整体敲掉。谁知作业没

多久，事故就发生了，邓邦华被砸在墙下，

公安、消防、救护车等随即赶来，但人已经

不行了。”徐碧坤说，他发现倒塌墙体里面

的砖材料不一，受力程度不同，“很可能是

事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在现场发现，该别墅不仅围墙被

拆，内部也是一片狼藉，原有的混凝土楼梯

基本被拆除，大量钢筋吊在半空中。至少两

面主要墙体上写着“拆”，存在明显安全隐

患，而且现场看不到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 刘 贤 明 只 是 一 个 私 人 装 修 队 负 责

人，没有公司，我认为他不具备装修资质，

而且马俊与他、曹斌以及我父亲都没有签

合同。”邓万利说，世茂大观普遍存在违

建，就在今年 7月，小区已有一名工人在装

修中遭遇意外，“这说明小区的监管存在

漏洞。”

为此，记者在该小区 6 栋、7 栋、8 栋等

别墅区转了一圈，发现已经入住的业主大

部分都将原有的围墙拆除，并向过道扩建

一米多，形成新的围墙。正在装修的业

主，也对房屋内部进行了大量拆除改造，

且没有设置任何安全提醒和防护措施。

连出事故 小区违建现象普遍

随后，记者来到世茂大观南苑物业服

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称物业经理外出，

不便联系，相关问题都要去问小区所在的

朝农街道办事处。

朝农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秦旭光

介绍，马俊在今年 3 月从前任业主手上购

买了别墅，并聘请刘贤明帮忙装修，后者

确为个体施工方。随后，刘贤明请了曹斌

施工，曹斌再请邓邦华和徐碧坤拆墙，几

方都没有书面协议。事情发生后，相关部

门均到场处理，在公安排除刑事案件的情

况下，应急管理部门将其定性为一般性安

全事故。

对于事发别墅的装修流程，朝农街道

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指导员谢善青

向记者出示了世茂大观南苑物业签署的

《装修施工审图意见》，上面明确写着不允

许拆承重墙、不允许破坏外立面、院子不

允许围合。“小区很多人会拆掉围墙，但外

扩违建肯定是不允许的。”谢善青说。

为何世茂大观小区里普遍存在违章

建筑的现象？谢善青坦言，早在 2014年交

付前，世茂大观开发商就给了业主很多

“承诺”和想象空间，说很多地方都可以加

建，导致小区内存在多处违章建筑。“但是

已经入住的，我们又不能强拆，现在只能

本着‘减增量、控存量’的原则来处理。”

怎么赔偿 涉事三方要等判决

“当天晚上，我们就组织邓邦华家属

和几方人员沟通。经过多次协商，家属主

张赔偿 94 万元，但马俊、刘贤明和曹斌 3
人在责任认定上出现了很大分歧。”秦旭

光表示，马俊主张大家各赔付三分之一，

但刘贤明和曹斌不同意，最终协商失败。

当记者询问为何该小区 5个月内连续

出现两起装修工身亡事故时，秦旭光表示

“不谈这个”。同时，他又补充道，上次的

事故通过几轮协商，相关方达成一致，最

终的赔偿金由业主和施工方平均分摊。

离 开 街 道 ，记 者 通 过 电 话 联 系 上 马

俊、刘贤明和曹斌，3 人一致表示等待法律

判决。对于这样的态度，邓万利表示无法

接受。“事情发生后，全家因此受了很大打

击，经不起长时间折腾，希望他们能主动

担责，让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截至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邓万利，

得知协商仍无进展。“我已经准备拿起法

律的武器，一方面希望能得到应有的赔

偿，另一方面也希望相关部门重视，不要

让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邓万利说。

装修工身亡 赔偿遭“扯皮”
南昌世茂大观小区违建施工接连发生2起人员死亡事故

12月7日，尽管事情发生接近一
个月，但邓万利仍然无法接受这个残
忍的事实：今年58岁的父亲邓邦华
干了几十年装修工，却在一次施工
中，遭遇墙体倒塌，当场不幸身亡。
更让邓万利难过的是，至今为止，他
与别墅业主、装修承包方多次协商无
果，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

记者调查发现，近5个月来，这
已经是事发小区——南昌市西湖区
世茂大观发生的第2起装修工遇难
事件。无证施工、违规装修、监管不
严……成为该小区的普遍性问题。

邮箱：65204228@qq.com
电话：0791-86847355

本报记者 陈 璋

遇难者邓邦华的电钻仍然掩埋在事发墙体下遇难者邓邦华的电钻仍然掩埋在事发墙体下。。 本报记者 陈陈 璋璋摄

捐赠爱心图书 情暖乡村小学
程梦驹 本报记者 徐黎明

“谢谢爱心单位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精神食粮。”11
月 30 日，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中心学校校长程文致电江西新

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感谢民盟新建区支部为该校捐赠

了一批图书。

前不久，民盟新建区支部主委彭为福了解到，大塘坪乡中

心学校有许多农村留守儿童，他们在课后喜欢到学校图书室看

书或写作业，但该图书室的书籍不多，需要补充一批适宜孩子

阅读的书籍。随即，该支部购买并捐赠书籍 300 余册，内容涵盖

世界名著、儿童文学、益智读本、国学经典、工具书等，价值近

5000元。

2018年，在有关部门尚未立项的情
况下，修水县路口乡政府与下辖柏林村3
名村民签订了拆房补偿协议，并立即拆除
了村民的房子。岂料，该项目最后没有通
过立项，3名村民合计15万元的补偿款何
时支付也没了下文。4年来，路口乡领导
不断变换，村民四处奔波追讨补偿款，但
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2 月 6 日，81 岁的丁来富站在一片杂

草丛生的空地上，内心五味杂陈。

在这块空地上，原本建有一栋 616 平

方米的砖木结构住房。2018 年，在路口乡

政府和柏林村干部的反复劝说下，房主丁

来富与路口乡政府签订了一份《修水县

“ 增 减 挂 ”试 点 项 目 房 屋 拆 除 补 助 协 议

书》，约定拆房补偿款 7.49 万元。出于对

乡政府的信任，丁来富在《协议》中既没有

明确付款期限，亦未约定违约责任。

与丁来富同时拆房的，还有村民丁来

德。4 年来，丁来德唯一的住房被拆除后，

在两个儿子家轮流“寄宿”。由于他没有

收入来源，又患有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

他希望早点拿到 3.4万元补偿款治病。

2018 年之前，村民丁永华的住房主要

是用于养蚕，每年可增加 2 万多元收入。

而现在，他的收入微薄，主要靠打零工维

持生计。如今，小孩在外打拼好不容易买

了套房子，却一直没钱装修，这成了他的

心病。他需要这笔 4.21 万元补偿款给儿

子家装修。

对此，路口乡柏林村党支部书记沈匹

凡介绍，“增减挂”是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

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通过拆旧和土

地整理复垦等措施，最终实现建设用地总

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城乡用地布

局更合理的目标。有村民称之所以 4年未

领到补偿款，是因为当时有关部门“乱搞”

不按程序办事，试图“先拆房后申报”套项

目资金，却没通过立项。

沈匹凡称，事情发生后，村民无数次

找到村委会，他也先后多次向路口乡匡军

华、刘芳、方婕等 3 任党委书记汇报过，但

收效甚微。

匡军华对记者说，当初拆房时，他正

在乡党委书记岗位上，乡里是根据县自然

资源局的方案来拆除的，后来政策发生变

化，导致项目落空；刘芳告诉记者，拆房是

2018 年实施，2019 年上半年政策发生了变

化，她为此与县自然资源局沟通不下十次，

直至今年 6 月调离；对于政策发生了具体

什么变化，现任乡党委书记方婕称，她不好

答复，建议记者到自然资源部门了解情况。

“如果立项了，我们会对此事负责到

底。”修水县自然资源局土地开发整理中

心主任冷各华回应，近年来，“增减挂”政

策未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路口乡为了拆除

村民旧房，强行套用“增减挂”项目资金作

为补偿款。可按照规定，路口乡应该等到

立项之后，再与村民签订合同，对房屋进

行拆除。但该乡没有这样做，才引发了上

述纠纷。

修水县自然资源局土地开发整理中

心工作人员梁宏介绍，修水县有一个“增

减挂”规划图，圈定了在红色区域范围的

建设用地才能立项，才符合“增减挂”项目

实施标准。通过查询上述 3 名村民的“图

幅、图斑号”，显示出其拆除房屋不在红色

区域，不符合立项条件。如今，对于 3名村

民的遭遇，他们也是爱莫能助。

修水县路口乡未立项先拆房 有关部门称被拆房不在规划范围

村民还能拿到15万元补偿款吗？

记者手记

电梯存在隐患 街道组织解决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我们这栋楼房龄 15 年以上，房型密集且人员流动性大，4
部电梯长期频繁使用，存在安全隐患。”南昌市丁公路街道恒茂

华城社区侨属林先生通过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反映，

恒茂华城 12 号楼 B 梯因故障停用后，其余电梯不够用，每到上

下班高峰期人流拥挤，希望社区能解决。

记者将情况反馈给丁公路街道后，街道干部立即联系市场

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科、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非公维保企业

等部门，赶到现场根据专业技术部门给出的具体解决方案，对

停用的电梯更换零部件及钢丝绳，对其他电梯进行检修，迅速

解决了 12 号楼存在的电梯安全隐患。反映人林先生也来到现

场，看到停运电梯又可以使用了，他由衷赞叹：“我要为政府解

决问题的速度点个赞！”

大桥通到对岸 村民出行称便
本报记者 陈璋

“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天天盼着能有一座大桥通到对岸，

现在这个愿望终于要实现了。”近日，随着涂家桥主体工程完

成，奉新县赤岸镇洪塘村不少村民购买爆竹来到现场庆祝。

洪塘村地处南潦河沿岸，村庄和农田分布在河两岸，村民

以前要去田里劳作，必须骑电动自行车绕行 1 个多小时才能到

达。2007 年，村里建了一座简易人行桥，无法通汽车。而在去

年，一场洪水将这座人行桥冲垮，村民亟须一座全新的大桥。

为了解决此问题，去年 10 月，由奉新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实

施的涂家桥项目动工。该桥按照四级公路标准设计，长 207 米，

可供两辆汽车并排通行，目前主体结构顺利完工，年底即将开

通。届时，村民驾车只要 10 分钟便能到达对岸，3000 余名村民

将因此受益。

一个小区，不到半年发生两起装修
工意外身亡事故，听上去让人心寒。

在事故背后，首先折射出的是监管
部门的问题。根据要求，业主在向物业
进行装修报备后，物业公司要对业主装
修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符合小区规
划、是否遵守城市管理规定等进行监
督，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或制止。
然而，从事故中可以看到，事发小区内
普遍存在违规施工、违建等现象，物业

公司却没有及时制止，导致隐患变事
故，人命无法挽回的悲剧。

其次，面对开发商随意承诺而造成
的“历史欠账”，城市管理部门显然缺乏
有效解决办法，使得“破窗效应”持续发
酵，一户接着一户违建，且在这个过程
中也没有及时介入监管，让业主习以为
常，才敢“大施拳脚”。

在事故中我们还看到，农民工仍然
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涉事业主不找

正规公司，后者层层转包，农民工为了
赚钱，只能接受“呼之则来”的工作。一
旦发生问题，他们难有法律保障。之后
漫长的维权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
是痛苦的等待。

血的教训摆在眼前，希望不会再发
生类似事情。相关部门务必提高认识，
加大监管力度，规范用工秩序。特别是
对于仍然在违规施工的业主，敢于亮
剑，真正守好安全的底线。

守好安全底线

本报记者 蔡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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