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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以来
雁城拆除制止 11 处违法建筑

■ 本报记者 范宇

7 月 12 日 ，简 阳 网
友“ 孤 独 的 影 子 ”爆 料
称，其所在小区“河韵馨
苑”内的两条景观水渠
堆满了建筑废渣 ，挖掘
机正在现场作业 ，还不
断将建筑废渣填入水渠
内 ，严重影响了小区内
原有的绿化环境。
当 天 上 午 11 时 左
右 ，记者来到简阳市滨
江路河韵馨苑小区 ，见
到的场景正如“孤独的
影子”所说。现场施工
人员向记者表示 ，他们
只是被请来施工的 ，具
体情况不知。

本报讯（记者 陈元根）近日，记者从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支队获悉，今年 6 月以来，对资阳
城区新出现的乱搭乱建房屋拆除或制止 11 处，
进一步遏制新增违法建设行为，维护了城市建设
市场秩序。
据介绍，该支队自 6 月以来，共发现资阳城
区四海国际、再生资源市场、文博园、雁江一中家
属区等有 9 处违法搭建房屋，共 300 余平方米。
执法人员向违法搭建业主宣传法律法规，通过反

小区填平景观水渠修停车位
业主不知情
业主
不知情？
？
施工已暂停,正重新征求业主意见

业主：
填水渠到底是为了什么？
“以前这里面有水，有鱼，还有一座桥，
非常别致，
让小区看起来非常舒服。
”
一名不
愿透露姓名的业主说，
据说物管要把这里整
成停车位。但此前没有人来征求过意见。
“孤独的影子”也表示，原本水渠是小
区内的一道风景，他之前也完全不知要改
为停车位。
在小区内，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业主，
对为什么填平水渠，填平之后用来做什么，
大多表示不知情。

部门回应

7 月 17 日，针对以上情况，简阳市房地
产管理局回复称：已委派专人到河韵馨苑
小区进行了情况了解，该小区物业公司方
面是根据 2015 年 4 月 1 日与小区业主委员
会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第 7 条中第 2 项

记者回访
小区改造已暂停
正重新征求业主意见
7 月 18 日，记者再次来到河韵馨苑小
区，见到景观水渠已被填平，旁边也堆放了
一堆孔砖，但暂时未再进一步施工。随后
记者也在该小区各单元的门口见贴有一份

物管：
“臭水沟”改停车位缓解停车难
带着部分业主的困惑，记者来到承担
河韵馨苑小区物业管理的简阳市佳安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该公司负责人钟达强说，在此之前，他
们进行了相关公示。同时，在公示之前，他
们征求了业主委员会的意见，征求业主意
见人数和业主居住所处面积均达到了三分
之二以上。
对于为何会将水渠改为停车位，钟达
强解释，水渠由于设施设备老化，供水系统
损坏，形成死水，滋生蚊虫，成为“臭水沟”，
特别是近来常有青蛙的叫声，严重扰民；将
水渠填起来作为停车位是多数业主的诉

求。据介绍，小区内只有 113 个停车位，而
现在已有 130 余辆车。
“我们绝不破坏小区绿化。”钟达强表
示，此次施工先用建筑垃圾进行填埋，再用
泥土进行覆盖，最后面上再用孔砖进行硬
化，不会破坏小区的绿化。

业主委员会：
填平“臭水沟”解决扰民问题
随后，记者致电该小区业主委员会主
任上官泳森。他表示，所谓的景观水渠，现
在已是两条严重污染而扰民的“臭水沟”，
填平“臭水沟”征得了大多数业主的同意。
当记者问及水渠填平之后有没有其它用途
时，
上官泳森表示，
什么也不做，
就是填平而已。

第 13 款“ 由 于 目 前 本 小 区 停 车 位 严 重 紧
缺，严重影响到小区业主生活，甲方同意
由乙方在尽量少占绿地的情况下投资扩
建停车位，停车收益由乙方收取作为投资
回 报 ”的 约 定 进 行 的 。 且 业 委 会 方 面 介
绍，该项目动工前，曾在小区公示了一个
星期。
回复中还列举了《四川省物业管理条
例》第 65 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
设置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
要。已经建成并交付使用的物业，物业管
理区域条件允许并经业主大会同意，可以

新划定车位，用于业主停车。但不得占用
消防通道、公共绿地，不得妨碍行人和其他
车辆的正常通行。
此外，对水渠景观改造停车场一事，小
区业主委员会应按规定召开业主大会，经
业主大会通过后方可实施改造。如没有经
过业主大会程序或业主大会未能通过并授
权的，根据建房[2009]274 号《业主大会和业
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第 55 条规定，业主委员
会应当限期改正，并通告全体业主；造成经
济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应当依法追究责
任人的法律责任。

《关于回填小区会所后面水池做停车位的
征求意见表》
（以下简称《意见表 》），落款
为“河韵馨苑小区业主委员会”。
该《意见表》还附有一个表格，注有楼
号和签名栏，并称“现对广大业主进行意见
征求，请不同意的业主在表格内签名，不签
则视为同意。”
记者在该小区某单元的《意见表》上见
到，已有数户业主签名。
随后，记者再次来到简阳市佳安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该公司工作人员

称，针对个别业主反映的情况，目前改造已
暂时停工，正重新征求广大业主的意见。

本报讯（陈园梅 陶俊伶）近期，安岳县公安
交警大队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专项行动，多措并
举，全力做好酒后驾驶集中整治工作，切实保障
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强化责任落实，科学部署警力。该大队采取
随时变换检查地点、动静结合的工作方式，加大
对酒后驾驶等重点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努力做到
不漏放任何一个交通违法行为者。集中警力加
大对饭店、酒吧、大排档、KTV 等餐饮娱乐场所的
检查力度，切实形成整治酒驾严查、严管的高压
态势。针对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比较薄弱、时
有酒后驾驶行为发生等特点，组织警力开展农村
地区酒后驾驶专项治理，将整治触角向农村地区
延伸，改变农村地区失控漏管的现状，进一步净
化道路通行环境，积极预防因酒后驾驶引发的道
路交通事故。
强化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利用手
机、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进一步加大交通安
全宣传力度，营造全民反酒驾的氛围。邀请媒体

乐至夏秋季征兵工作全面展开
本报讯（韩菊芳）日前，2015 年乐至县夏秋季
征兵工作全面展开。
为切实做好今年征兵工作，
该县精心组织，
主
动作为，征兵工作扎实有序开展。通过设立咨询
点、
悬挂标语、
出动宣传车、
短信、
网络等形式宣传
征兵政策，
努力做到让征兵工作家喻户晓、
人人皆
知，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严格
政策规定，
牢固树立依法征兵的观念，
严格按法规
和政策办事，
确保征兵政策规定落到实处；
认真落
实廉洁征兵、
阳光征兵的各项要求，
坚决防止在征

本报讯（陈世胜 记者 朱涛）近日，雁江区宝
台镇石牛村成片的莲藕长势正旺，碧翠莲池中
冒出朵朵荷花，美不胜收。 据了解，2013 年，该
村村民舒代忠率先在村上承包 30 亩土地种植
莲藕，并取得了不错的收入。去年 2 月份，他以
每亩 630 元的价格又在村上成功流转土地 186
亩，并成立石牛村的第一个家庭农场——祉涵
家庭农场，带动村民一起种植莲藕。
“我们村在祉涵家庭农场的带动下，还成立
了石牛村莲藕专业合作社，现在有很多村民都
开始用自家的水田种植莲藕了。”一村民喜滋滋
地说，截至目前，石牛村莲藕种植户已达 11 户，
面积 700 余亩。 舒代忠粗略计算了一下，今年
的莲藕保守估计平均每亩产量为 3000 斤，按市
价每斤三元算，亩产值能达 10000 元左右，是传
统农作物收入的 10 倍。
此外，
该家庭农场参照稻田养鲫鱼的方法，
今
年用 43 亩莲藕田做试验，
放养鲫鱼。 一方面，
鲫
鱼可以将水面上的浮萍吃掉，
免除人工清理；
另一
方面，
鲫鱼产生的粪便可以当做肥料。而且每亩
鲫鱼产量能达到200斤左右，
增收1000余元。

石牛村的成片莲藕长势正旺。
石牛村的成片莲藕长势正旺
。

兵工作中出现不正之风。
据了解，今年该县征集主体对象为高中毕
业以上文化程度青年，优先征集高学历青年和
应届毕业生。征集的非农户口青年，应具备高
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征集的农业户口青年，
应具备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征集的女青
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校应
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龄为 17 至 19 岁，普通高
等学校的在校生可放宽到 20 岁，应届毕业生放
宽到 22 岁。

暑假期间，
暑假期间
，简阳市养马镇长岭社区阅读室周一到周六对学生们开放
简阳市养马镇长岭社区阅读室周一到周六对学生们开放，
，目前已吸引了一大
批留守儿童走进阅读室读书 、学习
批留守儿童走进阅读室读书、
学习、
、交流
交流。
。
邱育林 本报记者 朱涛 摄影报道

龙门乡“小天网”保驾护航作用大
■ 本报记者 唐嘉阳

家庭农场带动 村民喜种莲藕

记者随警作战，
现场曝光违法行为，
为整治酒驾行
动营造声势。在城市主干道、
餐饮企业集中路段、
区域设立严禁酒后驾驶固定式提示牌，
在车管所、
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等办事窗口以及客运企业、
公路沿线摆放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挂图，播
放专题短片，使过往的群众和驾驶人受到教育提
示。组织民警深入到客货运、危险品运输公司等
单位，
开展与驾驶员面对面的交流，
用典型的事故
案例教育警示驾驶员，
坚决抵制酒后驾驶。
强化安全防护，
严格规范执法。整治行动中，
民警严格规范执法程序和执法用语，始终坚持理
性、
平和、
文明、
规范的执法要求，
坚持教育与处罚
相结合，坚决避免因态度生硬与群众发生冲突。
强化执法保障，
切实做好民警自身防护工作。
强化督导检查，确保整治实效。进一步完善
内外监督机制，在内部加强督导检查职能。对查
处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一视同
仁、从严处罚，不以任何理由降格处罚，使酒后驾
驶成为不能碰、不敢碰的“高压线”。

农家书屋人气旺

小区改造应召开业主大会
通过后方可实施

复做工作，终于全部制止违法搭建行为。执法人
员在巡查中发现摩根时代 7 栋 1 单元一业主未办
理任何规划建设手续在楼顶搭建砖混构筑物 40
平方米；芭蕉林 2 号桥 1 栋 1 单元一业主擅自在
楼顶搭建 20 平米钢架构筑物，经过反复宣传，做
耐心细致的工作，最后业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自行拆除违法建筑。该支队还向临江粮站住
宅小区一违法建设业主送达《责令限期拆除通知
书》法律文书。

安岳全力治酒驾保平安
小区景观水渠已被填平。
小区景观水渠已被填平
。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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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
胡某为龙门乡金马寺村人，
当日中午
喝酒后，
前往金马寺村村委办公室将玻璃、
液晶电
近日，乐至县龙门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人
脑等物品砸坏。在监控画面的铁证面前，胡某在
在龙门街上打架。接警后，民警及时赶到现场将
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胡某涉嫌故意损坏
双方当事人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调查。在调查过
公共财物被处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 1000 元罚款。
程中，双方各执一词，均称是对方先动手，民警观
截至目前，龙门乡已投入专项资金 15 万元，
察现场后发现发生抓扯的区域是“小天网”监控
在全乡各村（社）安装监控探头 61 个，场镇重点
覆盖区域，于是立即调阅了现场监控，还原了事
部位安装监控 27 处，并准备新增点位 21 处。对
实真相。
全乡 23 个行政村（社）的重点部位、各村进出口
龙门乡作为全县“小天网”建设工作的试点
主干道交叉路口、与邻近乡镇的道路节点、治安
乡镇，于 2015 年 1 月在报国寺试点，安装视频监
卡口、重要目标、公共场所、重要景点、学校、医
控探头并搭建了监控操作后台，初步形成重点单
院、治安复杂场所等进行了详细的实地勘察，对
位内部“小天网”全覆盖。3 月，龙门派出所在龙
点位安装选址进行了详细的摸排定位。形成了
门乡主要街村开展主要街道“小天网”覆盖建设， “封住边、卡住点、守住口、控好面”的视频监控网
群众反映良好，并于 5 月实现了“小天网”建设、 络，全乡技防覆盖率将达到 100%。
管理、应用的全面推进。完善后的“小天网”监控
龙门派出所负责人介绍，监控设备运用后，
平台，在龙门派出所正式上线。
为辖区群众、单位开展服务 30 余次，为侦查办案
“幸亏村委办公室安装了监控探头，才成功
部门提供服务 18 次，获取线索 6 条，协助破获各
破案，避免了严重的财产损失。”6 月 28 日 13 时
类案件 4 起，六类可防性案件发案大幅下降。下
许，龙门派出所民警在例行“小天网”监控平台视
一 步 ，将 更 加 深 入 研 究 并 运 用“ 实 时 指 挥 调 度
频巡查时，发现该乡金马寺村村委办公室外有人
法”、
“图像锁定打击法”、
“动态轨迹分析法”等技
用砖头打砸办公室。值班民警立即赶往事发地， 战法，使监控探头成为治安防范、侦查破案的重
并当场抓获正在打砸抢劫的胡某。
要手段、交通管理的重要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