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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外墙脱落频发致人死伤

“头顶上的安全隐患终于消除，进出

小区不再担心祸从天降。”近日，景德镇

市昌河街道昌盛小区外墙脱落整治工作

完成，小区居民长松了一口气。

昌 盛 小 区 建 于 20 世 纪 90 年 代 ，随

着年久失修、雨水侵蚀，小区房屋存在

外立面脱落、空鼓、风化现象。去年年

初，几块墙砖掉落，砸中了一台停在过

道的汽车，车顶被砸出深坑，所幸无人

受伤。

“我们每天在楼下活动都格外小心，

就怕墙砖往下掉。”小区业主江女士说，

房屋外墙出现大面积斑状脱落后，大家

成天提心吊胆。

相比而言，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花

园小区可谓是外墙脱落的“重灾区”。该

小区房龄只有 10 年，居民入住 5 年后，房

屋外墙就开始出现脱落现象。

3 月 4 日，记者来到昌东花园小区，

只见几栋高层建筑均不同程度出现粉刷

层空鼓、掉落现象，特别是临近景观渠的

高层建筑，整个外墙“伤痕累累”。

“有几次在夜里听到粉刷层掉落地

上发出的巨响，所幸当时没有行人。”小

区居民魏先生说，去年物业曾经对空鼓

的墙皮铲了一次，但还是不断有新的空

鼓产生。

华东交大土木建筑学院专家介绍，

建筑外立面贴墙砖在 20 多年前是一种

时尚。近年来，各地很多高层建筑出于

保温、装饰的需要，在楼体外表使用粉刷

层、保温层，但有的建筑时间久了，同样

存在外墙脱落的安全隐患。

高空坠物的危害到底有多大？这名

专家说，假如长度和宽度都为 10 厘米的

墙砖，从 20 米（7 楼）高处坠落地面时，速

度为 20 米/秒，相当于一辆小汽车以 72
公里/小时的行驶速度撞来。

去年 3 月，敖先生到新余市白竹路

某小区办事，一栋高楼上的外墙砖突然

脱落把他砸伤。

2019 年 7 月 20 日晚，吴某在南昌市

金润广场送货时，商铺外墙突然大范围

脱落将其砸伤，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

效身亡。

探因
工艺材质保养缺一不可

连日来，记者在南昌、九江、景德镇

走访发现，有的小区外墙脱落后，物业安

排工人补上水泥，远远望去非常扎眼，不

仅影响美观，还存在一定隐患。

在南昌经开区华瑞锦城小区，记者

看到部分外墙粉刷层掉落现象比较严

重，施工队在外墙瓷砖上抹了一层灰，建

筑外立面变成“大花脸”，像打满了补丁。

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管部门相关人士

介绍，事实上，外墙脱落并非一定是饰面材

料本身质量存在问题，也有可能是作为长

期暴露在室外的装饰材料经历日晒雨淋

和冷热变化等复杂的自然条件，时间久了

出现空鼓脱落。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外墙

砖脱落事件发生于老旧居民区。

但也有例外，一些新交付的建筑也

存在外墙脱落现象。南昌市湾里管理局

华洪小区 2017 年交付入住，但从去年开

始，小区内多栋居民楼外墙开裂严重。

“这是由于施工不当、材料不合格造

成的。”南昌某装饰工程公司工程师刘复

澜表示，建筑外墙底层处理、水泥调配比

例、黏合剂质量、勾缝剂选择等因素，均

会影响外墙饰面施工质量。如果选用便

宜、质量差的黏合剂，施工工艺又差，一

些外墙饰面没几年就会脱落。

同理，造成外墙粉刷层、保温层等饰

面脱落的因素亦是如此。

“分析来看，产生安全隐患的因素也

多样化。”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管部门相关

人士说，首先，一些城市楼房老旧，外墙

遭到腐蚀逐渐老化；其次，一些新建楼房

贴上去的外墙装饰质量不过关，导致瓷

砖过早碎裂和脱落；最后，居民住宅维修

保养不到位。

破解
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九江市都市桃源小区于 2012 年交

付使用，随着时间推移，7 栋住宅楼的外

墙陆续出现空鼓、脱落。2017 年，小区过

了维保期，开发商和施工方也不见踪影，物

业打算动用专项维修金对外墙进行修补，

但因为业主意见不统一而无法进行。

这并非个例。事实上，很多住宅小

区存在外墙脱落得不到及时治理的现

象。如何彻底治理城市建筑外墙脱落，

避免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是

不容回避的问题。从去年 5 月起，我省

组织开展外墙脱落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此次排查整治针对全省城镇规划区内的

所有房屋建筑，重点排查房屋建筑外墙

存在的粉刷层、保温层等脱落问题。

省城镇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黄

树炉介绍，经过 3 个月排查，我省发现房

屋建筑外墙脱落问题小区 1834 个，共涉

及 7000栋楼房，安全隐患 11110处。

维修外墙，资金不足是最大的拦路

虎。为此，我省出台方案，规定在质量保

修期内的，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单位

等有关单位履行房屋质量保修责任。超

出质量保修期已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的，住建部门打通应急维修通道，指导物

业企业、房屋所有人申报维修资金应急

维修，进一步简化手续，压缩审批时限。

九江市采取排查一处、整治一处、销

号一处的措施，通过实施长虹大道沿街

立面改造，对沿街住房外墙脱落问题进

行了妥善处置。九江市现已整改完成外

墙脱落问题小区 126 个，正在整改的小

区 210个，完成安全隐患整治 540处。

“今年最开心的就是外墙脱落这个

‘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现在我们住得

很舒心。”资金筹措到位后，九江都市桃

源小区外墙整治工作于去年 8 月展开，

今年 1月完成所有楼栋修补作业。

没有物业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房屋

维修更是无从下手。景德镇市的做法

是，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协同外立面

整 治 的 措 施 ，同 样 将 隐 患 降 到 最 低 。

2021 年，该市实施了 57 个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惠及 17283户居民。

“这种打包方式，既保证了外立面的

维修资金，又能推动人居环境和公共服

务质量提升，一举多得。”家住景德镇市

602所社区综合家属区的陈先生，说起小

区外墙改造后的变化感慨道。

目前，全省已整改完成外墙脱落问

题小区 1252 个，正在整改小区 582 个，完

成安全隐患整治 4160处。

还有一个好消息，日前住建部正式公

布了 22项禁止、限制使用的施工工艺、施

工设备和工程材料目录，其中包括禁止使

用现场水泥拌砂浆粘贴外墙饰面砖，建议

采用外墙涂料作为替代施工材料。

业内人士建议，对于在建楼盘，政府

部门应加大外墙饰面的质量监管，建立

质量终身责任制。

让民生诉求表达渠道更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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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

据报道，某地近日将市县两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电话号码
向社会公开后，有媒体求证发现，部分电话为话务员代接。

近年来，各地各级党委政府部门通过网络、12345政务服务
热线等方式，不断畅通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渠道，回应民生关
切。群众有什么急难愁盼，再也不用担心反映无门。

但是，由于12345政务服务热线都是由话务员统一接听，将
问题分类后，再派发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因此在处理过程中，往
往也存在各人自扫门前雪，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不够畅通，遇
到问题时出现扯皮、踢皮球的现象。如果电话是由党政主要负
责人亲自接听，靠前指挥，一线推动，那么一些问题特别是老大
难问题，解决起来力度就会大很多。

公开党政主要负责人的电话，就是为了让他们更加直接地
了解群众诉求，而如果还是由话务员统一接听，那么也就违背
了公开电话的初衷。

诚然，一个地方少则数十万人，多则数百万人，群众的诉求
五花八门，如果每一个来电主要负责人都亲自接听，每一个民
生诉求都亲自解决，精力确实有限，可能会耽误其他更重要的
工作。但是，既然下决心公开了电话，那么就要言必行，行必
果。很多群众打电话反映问题，就是冲着主要负责人亲自接听
来的，如果还是让话务员代接听，那么就会失信于民。

公开了电话，却又不亲自接听，还是将群众来电当成负担，
当成“骚扰”。其实，要想减少群众来电，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接电
话。只有民生诉求表达渠道越来
越畅通，问题才会解决得越来越
快，群众来电就会越来越少。

曹诚平

救急资金解种粮户春耕之愁

近日，南昌市南昌县蒋巷镇的种粮大户刘天意向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即将春耕，因为没有抵押物，贷

款购买生产物资遇到了困难。蒋巷镇人大获悉情况后，除了解

决刘天意的问题，还组织银行、种粮大户、农业企业代表等开展

金融服务互动交流活动，有效破解了种粮大户“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目前已有5个种粮大户受益，每户获得了30万元贷款。

侯艺松 张佳佳

拆除隔离带方便群众出行
本报记者 蔡颖辉

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清理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清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摄

近日，有南昌市民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

反映，位于红谷滩区丽景路和赣江中大道交界口的江西出版

中心即将投入运营，预计有 900 余人入驻，届时会对周边片区

及交通主干道形成较大拥堵压力。对此，南昌市交管局和红

谷滩区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赴现场勘查，并与项目业主单位

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3 月 1 日，相关部门已拆除项目南侧大

门对面隔离带并开放西侧车辆出口，方便群众出行。

筑城市防护网 护“头顶”安全
我省整改完成外墙脱落问题小区1252个

张佳佳张佳佳摄摄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银行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宣讲信贷政策宣讲信贷政策。。

公共晾晒区暖了村民心

近日，为方便群众晾晒衣物，九江市柴桑区城门街道规划

出合理空间，在不影响村民出行，不妨碍停车和不破坏村庄绿

化的前提下，在红旗村建起了一个公共晾晒区，赢得村民点赞。

有了晒场有了晒场，，村民晾晒衣物方便多了村民晾晒衣物方便多了。。

余先霞 本报记者 曹诚平

余先霞余先霞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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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黎明

近年来，城市建筑外立面墙

砖、装饰条、保温层等已成为高空

坠物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一

些年代较久的建筑，破损的外墙

材料掉落现象时有发生，危及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有效破解这类“老大难”问

题，从 2021 年 5 月开始，我省组织

开 展 外 墙 脱 落 专 项 排 查 整 治 行

动，积极调动各级资源、力量、保

障下沉到问题小区，一大批外墙

脱落问题小区得到了有效整治。

随着时代变迁，建筑外立面的材料
也从最早的水泥石子换成马赛克，从瓷
砖石材到涂料层……但这些材料都有
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安全隐患大。

事实上，一个城市的颜值，除了景
点、街区之外，建筑外立面也是“一把尺

子”，“头顶”上的安全越来越被各级政
府所重视，相关职能部门也在积极寻求解
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其实，要消除外墙脱
落隐患，除了居民、物业、政府三方都要各
司其职、守土有责外，市场亟须一种安全
耐久，而且效果好的外墙装饰材料。

可喜的是，建材部门正积极探索研
发轻型安全外立面材料，将逐步取代安
全系数较低的外墙材料。相信随着新
材料研发成果普及应用，困扰居民的外
墙面脱落事件将逐渐消失，还大众一个
安全、环保的居住环境。

期待轻型安全外立面材料早日普及

接到群众反映后，2 月下旬，记者来到

华东交大理工学院的教师公租房。在小区

走了一圈，发现房屋外墙已经全部布置好

了天然气管道，小区地面也有安装好的管

道燃气的标识。据小区门卫证实，小区的

管道燃气设施确实已经全部安装，现在问

题就卡在和小区外面主管道相连的半米

上。记者随后也找到了院内天然气管道挖

掘的地点，位于门卫室旁边。现场已经开

挖了一个大坑，泥土裸露，四周用警戒带围

了一圈，现场没有工人施工。

据小区居民樊老师介绍，院子里居住

了 200 多人，“老城区的老旧小区都已经用

上了管道天然气，我们这里还在用罐装液

化气。几年来，老师向学校多次反映此事，

学校也比较重视，一直在和相关部门进行

协 调 。 去 年 12 月 中 旬 ，施 工 人 员 终 于 进

场，大家欢呼雀跃，以为很快就能开通天然

气。”

没想到，事情出现了波折。据樊老师

表示，原以为院子里的天然气管道标志牌

下有接口，但工人挖了 2 米都没找到管道

接口，最终用仪器探测到天然气主管道接

口在围墙外的人行道上。

据学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称，

因开挖人行道要办理相关手续，施工只好

停了下来，这一停工就快 1 个月了，实际上

管道接口离围墙也就半米的距离，“希望学

校和有关单位关注百姓生活大事，尽快推

进相关工作的落实。”

事情究竟卡在哪里呢？记者辗转联系

上华东交大理工学院后勤处的胡处长。胡

处长介绍，去年他们就一直在和相关部门

进行协调，“去年 12 月，院子内的管道燃气

设施已经全部安装，也入户挂了表。没想

到问题卡在了和外面燃气主管相连接的半

米距离。”胡处长告诉记者，和公租房院子

一墙之隔的是黄家湖东路，该条路是主干

道，开挖人行道要到诸多部门办理相关手

续。“为了早日让教师们用上管道天然气，

我们跑了燃气公司、交警、市政、城管等多

个部门。开挖手续已经全部办好，本来 1月

25 日就可以接通，可后来情况又出现了变

化。由于临近春节，施工工人怕受到疫情

影响回不了省外的老家，就提前回家过年

去了。所以，当手续办好想找工人施工的

时候，已经没有人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接通围墙之外的半米

天然气管道呢？胡处长告诉记者，学校方

面已经和施工单位说好，工人过完年就立

即开始施工。

3 月 4 日，记者再次来到华东交大理工

学院教师公租房。只见，与公租房一墙之

隔的黄家湖东路人行道已经围起了挡板，

施工接近尾声。华东交大理工学院后勤处

工作人员徐洪介绍，2 月 26 日，工人已经进

场施工，并顺利找到了人行道的天然气管

道主管。“3 月 4 日下午，公租房小区的天然

气管道已经和黄家湖东路上的主管道连

接，3 月 8 日，燃气公司会派人前来验收，验

收通过即可接通天然气。”

记者点评

邮箱：156719915@qq.com
电话：13767969000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春节前，住在南昌经开区
黄家湖东路的华东交大理工
学院教师公租房的多名教师
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
办”频道反映，学校公租房自
建成后一直使用罐装液化气，
他们希望能用上安全、价格低
的天然气。去年，学校将此事
提上了议程，并把院内的天然
气管道全部接通，挂好表，然
而，在和天然气主管道连接
时，却因为相差半米无法施
工，导致居民仍然无法使用天
然气。

连接天然气主管道的施工现场连接天然气主管道的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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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道接口在小区墙外的人行道上 就差最后半米无法施工

居民盼了几年的天然气今日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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