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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是位于武江区芙蓉大道的宝能公馆交楼的
日子，原本应该高高兴兴的事情，却换来了众业主的
一片哗然。不仅新房装修未达到销售时承诺的“品
牌硬装”“智能房屋”，更让业主感到气愤的是，自己
花巨资购买“拎包入住”的精品楼房，还未入住就出
现了地砖磨损、墙体开裂、木地板发霉等诸多问题。

“惊喜瞬间变成了惊吓，这样的房子咋让人签字验
收，今后住着还能让人安心吗？”有些业主在收楼时
发出这样的心声。

楼房装修质量让业主担忧

潘小姐（化名）一家两年前以每平方米约 7000元
的价格购买了宝能公馆 6栋的一套住宅。潘小姐称，
该楼盘吸引她和家人的主要原因是开发商在销售宣
传时郑重承诺，交楼时室内装修标准与样板间的完
全一致。她曾和家人一起看过样板间，室内都是使
用科勒、欧派、东鹏等大品牌进行装修的，销售人员
当时还表示每家每户都有智慧家居系统，房屋属于
高品质项目，潘小姐一家对此非常满意。

“今年 6 月 30 日，到了房屋验收日子，我们抱着
欢欣雀跃的心情去看期盼已久的新居时，却被眼前
的货不对板弄蒙了。”潘小姐郁闷地向记者诉苦，开
发商当初承诺的科勒、欧派、东鹏等品牌一款都没见
到；瓷砖和地板铺得很不平整，房门的填充物太少；
宣传推广期间所称的智慧家居系统也难觅踪影。潘
小姐说：“看到这样的场景后自己的心情瞬间跌至谷
底，完全没有了乔迁入住的欲望。”

业主联手依法维权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前来进行房屋验收的多位
业主均在新房内发现诸如门框松动、地脚线断裂、木
地板发霉、地面不平整、地砖缝隙大等各种装修质量
问题。“开发商这种作为显然已经侵犯了业主的合法
权益，我们已经组成消费维权团队，必须向开发商讨

个 说 法 。”
业主代表刘
女士表示。

“ 一 开
门进去，大
门 都 是 松

的，墙角处的踢脚线发霉导致脱落了，室内的地板
也不在同一水平面上，房门距离地面还有两指宽
的缝隙。”业主刘女士一提起收房时看到的场景就
直摇头，她说：“自己收到的新房与开发商的宣传
广告以及销售人员口中描述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大
相径庭。

记者还了解到，该楼盘 6栋的业主已经联合今年
年底收楼的 4 栋、5 栋、9 栋的业主共 70 多户进行集
体消费维权。据悉，对于业主代表提出的诉求，宝能
公馆负责人表示，有关房屋质量和装修方面问题，公
司方面正在研究方案，尽量在本月 12日前提出相关
处理方案，与业主代表商讨解决。

开发商讲得出就要做得到，老百姓新房买得
起伤不起。对于该起事件的进展情况，本报将继
续关注。

韶关日报记者 张伟杰

始兴一手机店 3天内两次被盗窃

警方抓获8名
盗窃嫌疑人

本报讯 近期一个盗窃团伙疯狂在始兴县各地作
案，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始兴警方成立专案组深入调
查，于近日破获盗窃案并先后抓获 8名盗窃嫌疑人，破
案（含跨省案）10余起。

6月 27日上午 6时，叶某向始兴县公安局司前派出
所报警。叶某是司前镇人，开了一家手机店，于 6月 24
日、27日分别被盗贼“光顾”并盗走手机 22部、耳塞、现
金若干等，损失价值达 2.5万元。

自叶某手机店被盗窃以来，司前派出所高度重视，
积极落实派出所“八个一”勤务机制，深入辖区积极开
展走访调查工作，充分借助智慧新侦查对嫌疑人的作
案路线及手法进行分析研判，并根据研判结果，民警推
测嫌疑人极有可能短时间内在周边地区还会再次作
案。随后民警组织辖区的“红袖章”成员发动身边的亲
友，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与派出所联系。

果然不出所料，6月 27日下午，司前派出所接到翁
源 1 名群众的举报称，有几名男子在其手机店内出售
新手机，行为极其可疑。接报后，司前派出所立即与增
员警力前往翁源抓捕嫌疑人。在市局刑警支队及翁源
警方的大力支持下，始兴警方在翁源龙仙镇抓获第一
批嫌疑人谢某、钟某等 2人。随后，经过通宵达旦的循
线追踪，始兴警方乘胜追击，在翁源县成功抓获赖某、
李某、陈某良、朱某、陈某湘、胡某等 6 名嫌疑人，现场
缴获被盗手机 4部及被盗摩托车 3辆。

经询问，嫌疑人钟某、赖某等人如实供述伙同李某等
人从江西省兴国县出发，先后在江西省兴国县、赣县、南康
市、信丰县，广东省南雄市、始兴县等地，以撬锁、撬门等暴
力方式对店铺、摩托车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共10余起。

目前，犯罪嫌疑人钟某、李某、赖某等 3 名因涉嫌
盗窃案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他 5 名涉案人员因系未成
年人，已责令家长带回严加管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
挖扩线中。 韶关日报记者 袁少华 通讯员 何睿

在巩卫创文、城市提质中，我市以评选市区“十

大最差路段”为切入口，促脏乱现象重点整治。经过

一段时间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第一、二期被挂牌

的部分入选路段已经通过验收，陆续摘帽。但是没

过多久，又有网民反映，一些摘帽路段出现反弹、也

“推荐”了一些脏乱“新秀”。在由韶关日报等10家本

市媒体同步进行的网上投票评选中，浈江区金沙二

路、武江区怡华路、曲江区文化路等10条路段入选第

三期“最差路段”，其中有的还是属于“连任”。

目前市区还有哪些路段最差、差在哪里、什么问

题、是何原因、如何整改，众多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韶

关日报、韶关广电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揪住不放、

连续追踪；广大市民网民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整

治最差路段，成为了当前我市一大社会热点、公众关

注焦点、有关责任部门工作重点。

纵观我市“最差路段”，共性问题有四。一是车辆

尤其是电动车、单车(含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影响车辆、

行人正常通行；二是商家、临时摊档占道经营、杂乱无

章；三是有些垃圾桶垃圾箱设置不合理或垃圾废弃物

清运不及时，臭气熏天；四是一些地段路面破损或垃圾

遍地，修补、清扫不及时。个别路段还存在高峰期堵车

严重、夜间大排档大气噪音污染等突出问题。整治最

差路段是创文达标需要，是全体市民要求，是韶关做大

做强中心城区、建设生态核心城市基础工作、长期任务，

必须引起有关部门以及广大市民高度注意。

道路整治贵在明确职责。管理现代化城市的艺术

需要不断提升，只有明确牵头单位、明确配合部门，才能

确保有人管、管到位。至于具体怎么管，既然给了牵头部

门总协调总负责的责任权力，其他配合部门就必须按照

机构职责，责无旁贷地履行相关责任，如路面的修补维

护、管网及设施的安装整修、路线的走向划分、时间分配、

路段的卫生保洁垃圾清运、违停和违规摆卖占道经营的

教育处罚。平时各司

其责，必要时可以开展

集中行动，确保道路畅

通无阻、秩序良好、卫生清洁。

道路整治贵在疏堵结合。近些年经济发展较

快、城市建设滞后，路面不适应快速增长的机动车辆

行驶、停车场地十分有限、临时摊档无处集中经营也

是客观存在。我们既要加强管理，也要设法解决诸

如停车场地、集贸市场问题。在交通严重拥堵区域，

征拆新建集贸市场最好是室内市场，开辟新的停车

场最好是空中停车场，提高单位面积使用率。

道路整治贵在持之以恒。物质是运动的，任何

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实

行动态管理。可否从戴帽之日起，在明确牵头单

位、配合部门前提下，凡是认真整治如期摘帽的，

奖励各级责任人个人多少钱，每推后一天、罚多少

钱；摘帽后返乱重新戴上“流动帽子”的，相应实行

奖罚措施。只有赏罚分明，才能打破大锅饭、调动

积极性。

道路整治贵在齐抓共管。管好每一条道路，为

广大市民提供良好交通环境，即让广大市民受益，根

据责权利对等原则，广大市民也有义务共同维护道

路的秩序和环境。这就需要路段所有单位、门店、市

民的共同努力。在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只

有猛药治疴，才能养成习惯。一要加强宣传教育，在

道路显眼处悬挂标语，在报纸、广电、网络宣传文明；

二要加大执法处罚力度，处罚也是教育，既解决了管

理、维护、奖励的资金，又让违停违章者吸取教训；三

可从当地身体好、觉悟高的退休党员中组织志愿者、

“红袖章”队伍上街巡逻，维护道路秩序；四可恢复曾

经荒废了的“门前三包”制度，发挥好临街各单位、门

店的主体作用；五应鼓励广大市民积极举报违章、违

规或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利于执法、监督部门

及时纠正、执罚；六可适时在新闻媒体曝光违法的城

市不文明行为，营造荣耻分明的舆论氛围……多管

齐下，让专业的、业余的、直接的、间接的各路队伍、

各种手段一起动起来，共建康庄大道。

黄镇伟

小路停满车
真是太扰民

编辑同志：
本人家住武江区果园村附近的商品房，最

近，出行难的问题困扰着我和家人。
平时开车回家（家楼下有停车场），要从西河

湾大酒店旁侧一条小路进入，这条 100多米的路，
两边分别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武江区自然资源
局、自助办税厅和金融 IC卡体验中心等多个单位
和机构，前来办事的人很多。路两边的车位有些
被酒店占位，有些被单位车占去，有些是被长期
停着不开走的车占着。加上来办事的人随意停
靠车辆，经常两三排都是车，原本约 8米的路面只
剩下一个车位通行的位置，如果有车停在路中，
开车更是进不去也出不来。

每到上下班时间，开进来和开出去的车都汇
集在一起，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乱作一团，我曾
试过早上7时30分开车出门上班，但8时都还未开
出路口。也曾见过新手司机开进来以后转不过
弯，剐蹭到路边停着的汽车，引发纠纷和拥堵。

笔者认为，原本这么狭小的地方就不适宜安
排这么多的办事机构，如果实在为了方便市民办
事，那也要规划好停车位，应有保安等人员专门协
调指导，不能让车辆随便乱停，这样不仅影响了市
容市貌，发生碰擦事故也实在不好。希望有关部
门引起重视，及时进行疏导，划好停车位，还市民
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语中

始兴县禁毒办
开展校园禁毒宣传活动

增强师生自我保护能力
本报讯 为了巩固和扩大禁毒成果，加大禁毒

宣传力度，提高全体师生防毒、拒毒、禁毒意识，营
造良好的校园禁毒氛围，日前，始兴县禁毒办走进
高峰小学，充分利用学校毕业典礼开展禁毒宣传

“进校园”活动。
禁毒办工作人员及禁毒志愿者以展板展示、

派发禁毒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同学们介绍了毒品的
概念、种类以及对人体的危害，并向现场师生讲述
了毒品给家庭、社会、国家造成的危害，教育学生
在生活中要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
力，并鼓励同学们将了解到的毒品知识向身边的
亲人、朋友宣传，当一名小小禁毒宣传员。

本次活动共计有 1000余名师生参与，派发宣
传资料及各种小礼品 2000余份，进一步使全体师
生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增强了学生的禁毒意识。

林玉 蓝忠美

本报讯 曲江区对违法建筑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发现一宗拆除一宗。前日，该区重拳出击，对 6
处违建依法强制拆除，拆除违建面积 2300余平方
米，实现“拆除一处、教育一片、震慑一方”的目的。

当日，该区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共出动执法人
员 160 余人、车辆 22 辆，对马坝镇阳岗村委下何
村、三车村等 6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记者在现场
看到，违法建筑在大型钩机的挖掘下轰然倒塌
……

据了解，当日拆除的 6处违法建筑，是该区“两
违”巡查员在执行正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的。当时，
执法人员当场对这些违建当事人下发停建通知
书，并对违章违建当事人做了多次思想工作，解释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
除，恢复原状，但当事人拒不执行。为严厉打击违
法建设行为，该区开展了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依法
对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对违法建筑，该区将继
续以高压态势、零容忍态度进行严厉打击，一经发
现，立即启动拆除违法建筑预案，做好相关的劝
拆、强拆工作。同时加强“两违”管控宣传，构建
区、镇（街）、村（社区）“三级”联动巡查督促机制，
建立违法建筑长效管控模式，确保辖区违法建筑

“零增长”。 韶关日报记者 邱日欣
特约记者 唐忠祥 通讯员 张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