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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该由谁来管？
法律界人士：物业公司可直接起诉，墙上开洞应由房管部门审批

《墙上开个门，通风井成房间》后续

! ! ! !

本报讯 “大千世界”
$

月
&

日曾以

《墙上开个门，通风井成房间》为题，曝光

了天宁区蔷薇家园部分业主破墙侵占采

光通风井等公共部位的行为，茶山街道

城管部门也在本报记者的联系下，查看

现场并下发了《限期提供合法手续通知

书》。上周五，天宁区城管行政执法大队

却表示，经集体研究讨论，并报请上级法

制部门同意，决定收回已经发出的《限期

提供合法手续通知书》，中止此案的处

理，“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考虑城管部

门的执法行为必须有法可依，蔷薇家园

业主侵占采光通风井的行为确实不在管

理范围。”该大队负责人如此表示。

据了解，蔷薇家园部分业主的行为

应界定为侵占公共空间、公共部位（业

主共有）。虽然
'

户中有的住户是破墙

开洞，但也有开发商建造时，就已预留

好门洞。其行为的目的和结果都是将一

部分公共部位、空间占为己有。“现在这

个事情很复杂，有的人家门洞预先就留

好了，有的人是自己开的。如果破墙开

门违法，那么预留的门洞是否违法？如

果将那些已经验收合格的预先留好的

门洞堵起来又是否违法了呢？”该大队

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集体研究和向上

级请示，他们认为蔷薇家园部分业主的

这种行为按违反《城乡规划法》进行查

处的法律依据不充分。据介绍，《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市、镇

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

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向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该负责人说，蔷薇家园部

分业主的违法行为实际是破坏房屋内

部结构和侵占小区内共用部位的行为，

而非规划法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建

设，因此不属于城管部门规划方面职权

查处范围。

“如果成立了业委会，可以由业委会

去起诉。业委会成立之前，物业公司可以

起诉，采光受到影响的业主也可以起

诉。”该负责人给出如此建议。

那么，负责管理蔷薇家园的高正物

业又是怎么看待和处理的呢？
$

月
(&

日

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了蔷薇家园，据高正

物业一高姓负责人介绍，对于部分业主

侵占小区公共部位和公共空间的行为，

物业公司曾发放过整改通知书，但对方

置之不理，物业公司只能向街道反映，

“业委会可以去法院起诉，我们物业公司

没有义务起诉。”该负责人说，由于蔷薇

家园是新小区，目前还没有成立业委会，

所以他们感到很无奈。

城管“不能管”，物业“没义务”，蔷薇

园部分业主的侵占行为究竟该由哪个部

门来管呢？

《常州市市区房屋安全管理办法》第

十四条规定：房屋改造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人（以下称改造

申请人）必须提出相关设计方案，报市房

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结构安全审批：

（一）在墙体上开门、开窗、开洞口，拆改

墙体；（二）扩大原有门、窗洞口；（三）明

显增加楼面静荷载，降低室内地面；

（四）在楼面上开设洞口或扩大洞口尺

寸；（五）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

体的；（六）改变使用功能的；（七）对原

有房屋进行加层、扩（搭）建的；（八）其

它涉及房屋结构安全的项目。

“让城管部门来管的确有些牵强，

因为这是发生在小区内部侵占全体业

主公共部位的行为，应该由业委会和物

业公司自己解决。”江苏张林芳律师事

务所的陈峰律师对此表示，业委会成立

之前，根据物业公司和开发商所签的

“前期物业合同”，或与业主所签的“临

时物业合同”，高正物业负责小区公共

部位的清洁、维护、维修等工作，有权制

止侵占小区公共部位的行为，维护业主

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业委会或物业

公司都可以以侵占公共部位使用权向

法院起诉，要求停止侵占、恢复原状。

“相邻的业主也可以以影响相邻房屋居

住和安全，以相邻权纠纷，向法院起

诉。”陈峰律师补充道。

“在墙体上实施行为，包括开洞开

门，就必须到房管部门进行审批，否则就

不能实施。”陈峰律师表示，对那些擅自

在墙上开门的行为，房管部门有权进行

处理和处罚，“房管部门如果置之不理，

则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小波"

涂改外墙被物业公司告上法院
法院：外墙属共有部分，归全体业主所有，判令恢复原状
! ! ! !

王先生是南京高淳县淳溪镇某

小区
((

幢的业主，
!"("

年
(!

月上

旬，他将自家屋前屋后土黄色的外墙

涂成了红色。物业公司跟他交涉未果

后，告到了法院。

近日，高淳法院对此案作出判

决，认为房屋外立面系共有部分，属

于小区公共部位和空间，应归全体业

主共有和共同管理，王先生无权改变

房屋外立面颜色，判令恢复原状。

新闻链接!

功能性饮料 儿童多饮伤身

! ! ! !

夏季是饮料的销售高峰，一些号

称添加多种物质，富含维他命、葡萄

糖、矿物质、电解质等五花八门营养成

分的功能性饮料，因其大打健康牌，宣

称不但可以解体渴甚至还有抗疲劳的

作用，颇受消费者青睐。

记者在乐购超市南大街店饮料专

柜看到，功能性饮料的种类繁多，如一

款果味饮料宣称可以“满足每日所需

维生素
)

”，一款盐汽水宣称“可平衡

体液”，一款电解质补充饮料号称专门

为人体设计。这些功能性饮料吸引了

不少孩子的目光，也让家长们挑花了

眼。短短
("

分钟内，就有
*

个家长在

孩子的要求声中将货架上的功能性饮

料放进了购物车。

一家长选择了几瓶电解质补充

饮料，并告诉记者，“广告做得倒是

挺好的，说是专门为人体设计，比喝

水好，谁知道真的假的。儿子让买就

买吧！”

不过，对于这些大打“健康牌”的

功能性饮料，专家并不看好。常州市中

医医院肾内科主任中医师陈岱告诉记

者，功能性饮料适合一些大运动量人

群，并不适合孩子。因为，这样的饮料

里添加的咖啡因含量都比较高，另外

还添加了维生素、葡萄糖、矿物质、电

解质、赖氨酸，甚至牛磺酸等成分。这

些成分固然有一定的抗疲劳作用，也

能适量补充营养，但处于发育阶段的

孩子消化系统和肾脏系统对这些饮料

都“吃不消”。

陈岱特别指出，要警惕一些打

着“健康”旗号的碳酸饮料，碳酸饮

料不但会影响孩子骨骼和牙齿的生

长，还会降低孩子的免疫力，毫无“健

康”可言。 实习记者 贾帝 文
4

摄

智能机中病毒 手机连环CALL
! ! ! !

本报讯 市民许小姐近日碰到一

件烦心事：刚认识的朋友质问她，为什

么一晚上连续拨打给他十几通电话，

而且每次都不说话？挂掉，又打；再挂

掉，再打……如此反复，令他怀疑是许

某的恶作剧，觉得实在太过分了。

许某再三解释，自己根本没有打

过电话，随后便拨打电信
(+"""

查证。

(""""

客服热线答复，查到许某的手机

确实有
("

几条通话记录（产生了话

费），至于她说的本人没打过却为何又

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从来没遇到过。

不过，她本人手机和对方手机上都有

通话记录的话，说明是用户手机终端

出了问题，可去维修点进行检查。

维修点工作人员告诉许某，她的

手机中毒了，感染了恶意软件。据其介

绍，现在的手机恶意软件专门针对智

能机进行传播，对用户造成的主要就

是经济损失。目前大部分的恶意软件

都会恶意扣费、消耗上网流量、大量发

送短信和彩信为其进行广告传播，或

者手机频遭垃圾短信骚扰，自动拨打

电话的情况相对较少。由于用户对恶

意软件缺乏必备的防范意识，在手机

遭恶意软件侵犯时毫不知情，导致手

机恶意软件迅速传播，在话费或上网

流量大量流失后才会有所觉察。

维修点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些具体

的防范措施：

(

、手机下载及安装软件时要选择

安全可靠的网站操作。

!

、使用
,-

卡、
./012,3

等内存卡

交换数据时注意防止感染恶意软件。

'

、隐藏或关闭手机的蓝牙功能，

以防手机自动接收病毒，更不要安装

通过短信、彩信和蓝牙发送过来的可

疑安装文件。

4

、平时对于手机内的电话本及重

要信息要经常备份，以防感染恶意软

件后丢失。

&

、对于已经感染恶意软件的手

机，建议尽快到手机售后服务网点进

行处理或者使用相关手机杀毒软件进

行清除。

*

、建议给手机安装适用的杀毒软

件，并关注最新手机病毒的新闻报告

及防范措施。 !实习记者 徐杨"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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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高效农业与旅游相结合，这在南

山农业开发中已经创出多个成功的版

本，集中表现为农家游和农家乐，而这

在北山开发中也得到了体现。如紫竹

林农业生态园、松溪农业生态园，向外

大力推介休闲农业，每逢节假日仅接

待游客采瓜摘果日收入就过万元，同

时，他们还大力发展农家乐餐饮和其

他农产品销售。

一产向下游延伸，不仅可以起到

了“接二连三”的效果，而且可以大大

提高附加值。白鹭山农业生态园园主

余庆贵种植的
!+++

多亩蓝莓和黑莓，

投资
&++

万元引进一条果汁生产线，把

蓝莓和黑莓加工成高档营养功能型果

汁饮品，年产果蔬汁饮料
&+++

吨，不仅

就地消化了种植户们的蓝莓黑莓，而

且果汁饮品附加值比鲜果高了数倍。

现在，尝到甜头的余庆贵又引进了一

条彩色挂面生产线，生产各类蔬菜汁

挂面，很受市场欢迎。

在北山农业开发竹箦版图内，集

中了
'

万亩特色花卉苗木。目前，该镇正

通过规模优势积极招商，筹建花卉苗木

交易市场，目前一些感兴趣的花卉苗木

经纪人和企业家正在洽谈。

史裕华 凃贤平

!上接
!"

版"

“志愿者服务他人后，还能在自

己需要时获得其他人的帮助。”在天

宁，统一印制“社区志愿服务储蓄

卡”，志愿者持卡活动后，由被服务

者或社区干部将相应服务内容、时

间等信息记载储存在卡上，今后作

为享受他人义务服务的凭证，形成一

种良性循环机制。“今后，志愿者队伍

还将向专业化、规模化、连锁化方向

发展。” 凃贤平

链接!

NGO
! ! ! !#$%

是英文 #

&'&()'*+,&-+&.

',)/&01/.0'&

$一词的缩写 %是指在特

定法律系统下 % 不被视为政府部门

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

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 % 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 原动力是志愿

精神% 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

标志(

!上接
!"

版"李德仁解释说，与公共相关的

公安、城管、应警等政务可以先做，然后在

智慧传感网、智慧控制网和智慧安全网三

者建立之后，再把个人、家庭的内容完善进

网络，“不然的话，市民会有不安全感，会担

心我家的空调上网了、微波炉上网了，别人

帮我打开怎么办”。

对于记者提出的“建成智慧常州之

后，市民是否会更宅、更依赖电脑和信息

化”问题，李德仁反而觉得，“这样，人可

以真正解放出来，腾出时间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

本报记者 凃贤平

链接!

李德仁%

23

岁% 我国地理信息系统

领域的领路人%#数字中国)及#数字城

市) 概念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453

年首

创国际测量学界称为 #李德仁方法)的

测量法%

"456

年获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测

量与遥感专业博士学位%

"455

年获国家

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44"

年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447

年当选中国

工程院院士%

"447

年获加拿大自然科学

和工程研究奖%

3885

年获得苏黎世理工

大学名誉博士(

北 山 巨 变

! ! ! ! "3974

便民服务平台工作人员
"7

日走进勤业一社区%为居

民提供了理发&配钥匙&上门疏通管道&修理小家电&法律咨询等

多项便民服务%受到交口称赞( 实习记者 成吟斐 摄

检察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

烟之祸
! ! ! !

香烟是兴化人俞某的挣钱工具。
*

年前，他在武进区做起回收烟酒的生

意，只要是真烟、真酒，他都要，回头一

转手就能挣个百来块。

自从认识安徽人陈某后，他反而有

些提心吊胆了：每次，无业的陈某都会给

他二三十条“中华”等高档烟；每次，他也

本能地惧怕收购这些来路不明的香烟，但

最终都是贪念为上，直到陈某盗窃案发。

(

其实
5

俞某已吃过陈某一次亏。那

是
!""$

年，两人刚认识不久，陈某打电

话约俞某上门，拿出两条粗大的金项

链。俞某说自己只收烟酒，对金货不懂，

陈某软磨硬泡，称是亲戚送给自己的，

因手头紧才想便宜点出掉。俞某以
(

万

元收下了这两根项链，然而没隔多久，

警察就找上门来，追回他还没来得及出

手的金项链。原来，项链是陈某偷的，俞

某也因此被法院课以罚金。

知道了陈某是什么样的人，俞某一

直心存芥蒂，但出狱后的陈某经常有些

让他“惊喜”的东西。今年
!

月的一天，

俞某接到陈某电话，称有香烟要卖。“又

是来路不明的？”俞问。“都是中华，‘弄’

来的。”陈笑答。“多少条？”“
4"

条吧，

你要不要？”一听这话，俞的脑子里飞快

转了起来，“我来看看再说！”

在陈某暂住地，俞某验出其中
'

条

软中华是假的，余下的
'$

条便以
(!$""

元悉数收购。“以后你不管有什么东西，

都不要打电话给我了，这是最后一次！”

临走前，俞某抛下了这句话。几天后，他

一倒手，
'$

条香烟净赚
!"""

多元。

!

("

多天后，正在家吃午饭的俞某

手机响了，一看又是陈某打来的，俞某

犹豫不决，对这个号码既爱又恨。挣扎

一番后，他按下了通话键。“老俞，有批

货要不要？”陈某开门见山，“你的香烟

我不敢收了！”俞某答道。“没事，老俞，

我朋友的烟，没关系的。”陈某的话让俞

某少了些负罪感，“东西在哪？我看看。”

在邹区镇的一个出租屋内，陈某打

开了一个大号旅行箱，里面全是中华烟。

俞某熟练地拿起每条烟，借着灯光查验

品质，“你朋友哪来的？好几条都是老版

的，不好卖！”按照俞某的说法，香烟不仅

有新版老版之分，还有出厂日期，老版的

中华烟他只能送到外地去卖，而且价格

不高。陈某推说，朋友想便宜点卖掉，于

是俞某按软中华
4&"

元一条、硬中华
'""

元一条的低价收购了这一箱共
!"

余条。

隔日，他就转手净赚了
(!""

多元。

接下来的是，陈某在一次夜间入室

盗窃时被人发现并扭送公安机关，根据

陈某的交代，民警找到了俞某。

'

“我太贪心了，害了自己害了家

人。”俞某悔不当初。他告诉记者，做正

规的回收烟酒生意，图个温饱肯定没有

问题，但因为陈某的东西来路不正，卖

得便宜，有利可图，自己常常被“吸引”

而不能自拔，“我知道陈某是干小偷的，

我估计那些香烟也是偷来的，但我想嫌

钱，每次最终都受不了诱惑。”

目前，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俞某被警方移交武进检察院审查

起诉。而陈某涉嫌盗窃一案也正在审

理之中。 陈万洲 冯伟 童华岗

检察官的话!

如果说俞某不懂法% 似乎说不过

去%他曾经因收购赃物被处罚金( 在利

益面前%俞某迷失了心智%心里虽矛盾%

却仍一次次伸出了贪婪的手%最终把自

己送进了班房(

“红色NGO”

有业主已开始自行整改

《阳台改房间，算不算违建？》后续

! ! ! !

本报讯“大千世界”
*

月
'"

日报道

了钟楼区都市桃源别墅区的一些业主擅

自将阳台违规改建成房间，引起有关各

方的关注与重视。
(4

日上午，五星街道

城管科陆科长主动联系本报记者，表示

他们看到报道后便立即着手对违建的整

改。“我们当天就通知了别墅的主人，要

求他们自行拆除违建，如果自己不拆，就

由我们城管部门拆。”陆科长说，
(%'

幢

答应自拆，目前也的确正在拆除过程中，

“另一户人家称家里要办丧事，等事情办

好了再处理。”

昨天上午，记者在五星街道城管工

作人员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现场，见
(%'

幢已把南北两个阳台围成房间的墙拆

掉，但房顶仍然还在，另外现场也不见有

工人在。“前几天正好下大雨，拆除工作

可能暂停了。”城管工作人员表示，他们

一定会监督业主自行整改，绝不让违建

存在下去。 !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