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铌紫

“我们小区从10年前就陆续开始有外
墙砖掉落，前两天掉下来又把下面的玻璃
砸烂了，幸好没伤到人。”近日，有市民向
12345热线反映，自家小区楼的外立面墙
砖时不时就会脱落，砸下来的力道很大，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引起
重视。

悬在头上的危险引发居民担忧

8月31日，记者来到南岸区南坪街道
金紫街社区万寿花园186号。住在万寿花
园5单元的居民涂先生表示，近段时间5单
元楼房外墙砖多处出现脱落情况，碎砖、石
渣不时掉落，这些悬在头上的危险，让他担
心不已。

记者看到，该栋楼有10层，不算太高，
现场已经拉了一条警戒线，还张贴了“安全
隐患，请勿靠近”的标识，地面的外墙砖碎
渣撒了一地，尚未清理。在5单元楼房外
墙上，墙砖脱落的痕迹十分明显，楼下仍然
有居民在此处休息。

“外墙砖脱落的情况在两三年前就出
现过，还好我们这幢楼的位置偏，从来没有
发生过伤人伤车事件。”涂先生说，前几周，
他发现楼房外侧的墙砖又开始脱落了，旁
边就是单元楼入口，大家平时过路都是胆
战心惊的。

据涂先生介绍，每次跟物业反映外墙
砖出现松动、脱落的情况，物业只是把楼房
外墙上已经松动的墙砖敲掉，治标不治本，
外墙砖脱落是老旧楼房都存在的问题，希
望物业可以给出一个万全之策。

随后，记者又来到市民反映的江北区
大石坝街道东方港湾小区B区，在小区里
走了一圈，这里一共9幢楼，有18层，26
层，也有30层，与万寿花园不同的是，这个
小区几乎每幢楼的外立面都有不同程度的
外墙砖脱落，露出了里面的水泥色。

在B5幢单元楼的入口处上方的玻璃，
有一块破损的地方。“这就是这周一被掉落
的墙砖砸破的，还好当时没人经过，否则肯
定会被砸伤。”住在B5幢的蒋女士非常担
忧。

记者看到，物业在此处张贴了“安全警

示”，上面写道：“由于气候引发物理热胀冷
缩原因，近期B5栋外墙砖脱落，物业已经
紧急排危，正在持续跟进整改中，为了大家
的安全，B5栋大门口，请勿停留。”

在其他楼栋，记者也看到有些外立面
的墙砖甚至一大半都已掉落，业主王超说，
小区住宅楼从10年前就开始掉落，幸好没
伤到人，只是有业主的车被砸坏过，有些墙
面甚至开始漏水，每一次他们都向物业反
映过，而物业只是把已经掉落和可能有掉
落的砖清理掉，没有进行后续的修缮。

老旧小区无大修基金
隐患排查成了难题

“最开始我们接到居民
反映，物业就去现场勘察
了外墙砖脱落情况，发
现居民反映问题属实，
便立刻设置警戒线和
警示标识。”重庆凯美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万
寿花园管理处工作人
员提到，万寿花园一共
有67栋楼，目前只发现
186号5单元楼房出现外
墙砖脱落情况。

该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外
墙砖脱落原本应通过大修基金来
进行维修，但由于万寿花园属于楼龄
30多年的老旧小区，并没有大修基金，所以
该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重新贴墙
砖，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脱落的情况，所以打
算换成涂料。”据了解，目前物业已向业委
会提出申请，预计在下周二，组织物业和业
委会召开协商会，沟通具体施工计划和作
出价格申报，争取早日进场修理楼房外墙，
解决居民后顾之忧。

东方港湾小区则建于2000年初，早已
过了保修期，但居民反映小区早在10年前
就已经出现外墙砖掉落情况，但物业方迟
迟没有作为。

重庆富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东告诉记者，他们在8月3日就向东方港湾
业委会发送了工作联系函，上面写道：“A6
现仍有部分外墙砖空鼓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同时A6原排危后未进行修复的外墙，
让相应房屋存在严重的外墙渗水隐患，也
给小区美观、品质造成极大的影响，急需委
托外部专业蜘蛛人排危单位对空鼓墙砖进
行处理，专业修缮单位对排危后的墙体进
行防水、涂料修复”，同时，该工作联系函还
提到“建议使用小区公共收益进行修复或
更换”。

“这些破损部位的维修、更换工作不能
再无限期拖下去，应当立即实施。但物业

建议使用小区公共收益支付其产生的费
用，实属不妥。”东方港湾业委会副主任苟
剑平提出，这些工程费用按《重庆市物业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应当从物业专项维修资
金也就是大修基金里面支出，而不是小区
公共收益资金。

目前，业委会和物业仍未就资金使用
达成一致。

外墙砖脱落谁来负责 专家这样说

住宅楼的外墙砖频频掉落，到底该由
谁来负责修理？对此，记者咨询了重庆源
道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建筑装饰工程师
文小贤。

文小贤表示，我市较早年代建筑外墙
立面大量采用面砖作为建筑外墙装饰材
料，外墙饰面砖装饰的使用年限，涉及饰面
砖材料、胶粘剂、界面处理剂、填缝剂、施工
工艺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尚缺
乏相关的实验数据作为技术支撑，因此，设
计规范未对建筑外墙饰面砖装饰的使用年
限做具体规定，仅《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程》对外墙饰面砖的施工做出相关
技术规定及要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
办法》对最低保修期有相关规定。

针对建筑外墙面砖时有脱落，发生伤人
伤物、影响人身安全的事件，市住建委先后
发布了《重庆市建设领域限制、禁止使用落
后技术的通告》（第三号）、（第四号）、（第六
号），《关于加强新型外墙饰面砖系统应用管
理的通知》等文件，限制、禁止建筑面砖用于
建筑工程（即使外墙使用建筑面砖，也必须
满足相关的限制条件要求）。

对于已建建筑外墙采用面砖的建筑
工程，文小贤建议，通过其物业管理公司
加强监管，对外墙面定期巡查，对可能出
现面砖脱落的情况，提前预警，避免发生
面砖脱落事件。对于建筑外墙面砖饰面
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如在保修期内，视
隐患程度，可要求原实施单位进行修缮或
重新实施外墙饰面工程；对于已过保修期
的建筑，建议利用房屋大修基金（无大修
基金的建筑，可根据情况，由政府相关部
门与业主协商确定），由政府相关部门、物
业管理公司或业主委员会委托有资质的
施工单位对外墙饰面进行修缮或重新实
施外墙饰面工程。

对此，记者采访了市住建委。相关人
士表示，建筑外墙面砖装饰装修的保修期
为两年，若在两年内，该小区的属地住房城
乡建委应督促责任单位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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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还没解决

这些事解决了

●市民来电：沙坪坝区沙杨路公交站旁道路中间画
了斑马线，但是没有红绿灯，导致周边市民通行存在安全
隐患，建议在该地方增设红绿灯。

●市民来电：北碚区蔡家街道碚都家园C区和D区
交界处人行道和盲道上停满了车辆，家中有盲人，根本无
法正常通行，要求禁止占道停车，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
理。

●市民来电：巴南区李家沱街道溪流沱越昕辉小学
路段因路面被货车压坏，每次货车经过都会产生巨大噪
音，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要求尽快修复路面。

（12345热线提供）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肖秋灵

日前，12345热线接到綦江区文龙街
道九龙社区枫丹韵绿堡小区居民反映，自
家小区内一棵十多年的大树长势茂盛，却
被物业私自砍伐了。对此，记者进行了调
查。

业主痛心
茂密大树被“砍”成光树干

“我2006年搬来这个小区时，这棵树
就在这，经过15年生长，已经长到4楼高
了，没想到突然被物业砍了，很难接受！”小
区业主代女士告诉记者，8月18日那天，她
刚进小区后门，就看到满地的树叶和断枝，
再抬头看去，发现坡上居民楼外一棵原本4
层楼高的茂密大树，被砍得只留下了一根
不到1层楼高光秃秃的树干。

“我们在场的业主都很痛心，听说是物
业砍的，就去问物业，他们却说只是修枝。”
代女士说，“就算是要修剪，也不用修得只
剩个树干吧。”

物业回应
我们不是砍伐是修枝

对于代女士反映的情况，记者随后联
系了该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修剪树木确有此事，不过物业认为并不
算砍伐。“砍伐会导致树木不能再生长，而
我们此次修剪后，树木是可以再生长的。”

至于为什么要修剪，该工作人员说，其
实是底层居民反映树木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有居民反映称，树木太过茂密，遮挡
了阳光，还有居民反映树木的枝叶已经长
到了自家室内，下雨天雨水顺着枝叶流入
室内。”该工作人员还解释说，树木太过茂
密，病虫害也会非常严重。

该工作人员表示，虽然目前只剩下了
主干，但是后续他们会对树木进行施肥和
补充营养液，相信树木很快就会长出新芽。

权威部门
粗暴修枝小心违法

那么，物业是否有权自行决定修剪枝

叶呢？对此，市城市管理局城市园林绿化
管理处负责人廖聪全告诉记者，小区绿地
里的树木也属于城市园林树木，按照去年3
月1日修订实施的《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
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
城市园林树木。

不过，对于小区绿地的树木，确实因为
树木生长影响公共安全、设施设备运行，或
者居民采光需求等，可以适当进行科学修
剪，以满足居民采光通风需求。

“对于修剪，其实是有个基本技术规定
的，一般来说，是要求不对树木造成损害。
我们将对代女士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如
果物业修剪过度，对树木造成损害，将会承
担相应的责任。”廖聪全说，这个责任包含
缴纳城市园林绿化补偿费，或者补植新树
木等。

“城市园林树木，毕竟生长在城市中，
因此就需要处理好城市和绿化的关系，对
这些树木应当进行科学修剪，持续精细化
的管护，而不应该是一段时间不管，然后突
然一波全剪光。”廖聪全说，就像剪头发，不
能长时间不剪，然后一次性剃个光头，希望
物业能加强日常对树木的管护，而不是粗
暴的“一剪了之”。

15年大树被“砍”成“秃头”小区业主有意见
树木修枝不能“一剪了之”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肖
秋灵）关于绿地树木修枝，12345热线还接
到了其他投诉，就此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也做了回复。

家住巴南区花溪街道的市民王先生
反映，花溪街道土桥永辉超市门口的马路
边，有行道树长得太茂盛，已经挡住了马
路上的红绿灯，从远处来的车辆根本看不

到红绿灯剩余的时间，得驾车行驶到红绿
灯线处才能看到。“开到灯下如果看到绿
灯突然变红灯，一个急刹车很容易出事
故。”

同样，家住沙坪坝区上桥山村尚品丽
景业主廖先生反映，该小区对面篮球场外
墙的行道树长得太茂盛，很可能导致旁边
的围墙垮塌，希望能及时修剪。

市城市管理局表示，对公共绿地的树
木进行管护，是城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义务，他们将立即安排当地城管部门与
市民取得联系并到现场核实情况，对长势
茂盛的树木进行修剪，消除安全隐患。如
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可以直接与当地城
管部门联系，由城管部门派出专业人员对
树木进行修剪。

公共绿地树木修枝 可找城管部门

老旧小区电缆老化 纳入整治
市民反映：从2021年开始，沙坪坝区陈家桥丰裕路2

号因电线老化负荷太大，经常停电，给居民和附近商铺带
来影响。

部门回复：经沙坪坝区桥东社区核实，该处属于老旧
小区，电缆线路已纳入整治范围，预计在9月份完工。

公共平台建自家阳台 自行拆除
市民反映：九龙坡区华府大道鑫泰华府小区部分住

户违法占用2楼公共平台改建成自家的阳台花园，违章
搭建玻璃雨棚，希望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部门回复：中梁山街道城管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现场
实地勘察后，立即约谈涉事业主。经执法人员沟通教育，
涉事业主表示理解并承诺近期自行进行拆除。后续，执
法人员将持续关注并督促涉事业主整改完成。

清晨高音喇叭揽客 警方约见
市民反映：南川区万达广场对面谊品生鲜超市每天

早上7点就开始使用高音喇叭揽客，严重影响周围居民
生活，希望政府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部门回复：南川区公安局派出辅警工作人员到生鲜
超市走访，并约见生鲜超市负责人，提出其噪音扰民问题
的严重性。生鲜超市负责人表示，将减小音量，确保不影
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烧烤店夜间扰民 上门查处
市民反映：北碚区歇马街道歇马广场烧烤店，有店外

经营噪音扰民的现象。
部门回复：歇马街道派出市政队员到现场，告知店家

不能占道经营，尤其是在夜间，噪音不能影响到周边居
民。店家表示整改。歇马街道将加大巡查力度，一旦发
现此类问题，立即督促店家进行整改。

轻轨站游摊占道 清理完毕
市民反映：南岸区南坪镇罗家坝轻轨站下面的道路

上，全天有游摊占道经营。
部门回复：南坪镇执法大队经现场查看，市民反映的

情况属实，南岸区罗家坝轻轨站下面的道路上，确有游商
占道经营的现象，执法队员已清理完毕。

公共厕所不开放 正在抢修
市民反映：南滨路朝天门大桥下的公共厕所不知为

何不开放。
部门回复：南滨路建设发展中心经现场查看，市民反

映的情况属实。由于电缆损坏导致旁边公园及此处公厕
停电，化粪池提排没得电，上厕所的人多了会导致化粪池
满溢，故该处公共厕所暂时未开放。目前管护单位正在
积极抢修，预计一个月处理完毕。

行道树长毛虫 打药杀虫
市民反映：渝北区宝圣湖街道翠湖柳岸小区旁边的

人行道，行道树上长了很多毛虫。
部门回复：宝圣湖街道联系相关物业负责人，要求物

业进行打药杀虫处理，该物业负责人表示八月初已进行
过打药杀虫处理。针对存在的问题，街道、社区要求物业
公司派专业人员进行打药，预计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整
改。街道、社区将持续关注该情况。

店铺人行道堆杂物 巡查整改
市民反映：大渡口区贡建路1号附14号美佳五金灯

饰店铺，将杂物堆在人行道上，影响市民出行。
部门回复：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办事处立即派执法

队员前往查看，已对商家进行了宣传和教育，商家已整
改，此后将加强该路段的巡查力度。

记者 杨铌紫 整理

▲江北区大石坝街道东方港湾小区B区住宅楼外墙砖
脱落明显。

记者 杨铌紫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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