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06版

6=97 年 6 月 9> 日 星期三

周刊

广东番禺一小区连续发生盗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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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谈“偷”
色变被迫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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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春节，
番禺区南国奥园小区
内接连发生 4起盗窃事件，
小区业主

女子。“我远远盯着她，看她手里拿

无不人心惶惶，
谈
“偷”色变。2月 8
日，
小区物管在小区内现场抓到一名

着两个袋子，
知道不对劲，就派人跟
上去。”物管中心曾经理告诉记者，

“雅区又被偷了。”刚刚抓完蟊

女窃贼。然而，
窃贼刚抓，
几日后，
小

当日巡查时，安保团队于上午 10

贼，
本以为可以安宁两天，但谁知道

入室的男子正是乘坐小区的通勤车

区再现盗窃事件。对此，
小区物管公

时许，在小区洛 2区 2号门前，发
现了手提环保袋的可疑女子，随即

又有业主家中发生失窃事件。有住
户称，就在这两天，又有一住户春节

进入小区，
“有业主为了方便，要求
通勤车开到楼下，结果这样也让外

上前盘问。

刚刚回到广州，回来后才发现家中

人可以很方便进小区。”

作巡查时，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

步审讯中。

线，
南澳治安的环境变得复杂。“有
些情况就是便利和安全性之间产生

屡屡被偷无奈卖房

司表达了自己的难处，人力紧张、
资
金困乏。南奥物业的曾经理表示，
在
现有基础上，
将通过进一步规划安保

失窃。实际上，类似住户遭窃的消

冲突。”曾经理分析，此前几日南奥
雅区内遭遇盗窃，后来查监控发现，

“我们现在也在想很多的办法，

被抓女贼犯案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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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将巡逻制度完善，
设立
“明亭暗
哨”
来进行防范。未来，
曾经理则希望
通过发动居民进行群防群治，
“和居
民一起协同提高小区安保水平。”

春节多名业主遭窃
2月 3日，正月初七，南国奥园

“女子看到(
我们)
后慌张逃跑，
然后我们就上前进行围堵，在 11
座大堂前将其制服带到警务室 (
有
值班警察值班)
。”物业管理的曾经
理说。当日，从该女子身上及袋子
中，搜到了此前失窃的一位业主家

息，
不断地从小区的业主群内传出。
几年以来，由于频繁遭遇盗窃，不少
“被偷户”还成立了“南奥被盗群”
，
如今，这个群已有近 50人。
对于盗窃一事，不少居民如今
甚至到了“谈偷色变”
的程度。家住
南奥洛二区某栋三楼的阿华(
化名)

增加人手增加巡逻，加强保安的管
理。但我们现在也是挺尴尬的。”
曾经
理称，物业公司从开发商独立出来
后，面临成本问题，
造成安保人手严
重不足，
如今，
6000多户的小区仅有
90名 保 安 ，
“保安一个月大概要
6000块钱，
可是我们又没有多资金。

深圳市南山区翠竹园
小区这户人家的行为
令人哭笑不得。
报料人表示，早
前已经向管理处反映
好几次，均没有任何
改善。2月 9日招商
街道办事处有关工作

内的不少住户从老家回到广州。谁
知，刚一回来，
就得知了小区内频繁
遭窃的消息。“洛区(
该小区洛杉矶
分区内)
又被偷了。”业主苏小姐告
诉记者，年前不久洛区内就遭遇过
窃贼，
因此春节离家时，
不少业主出
于防范之心，
临走时不但锁好门窗，
还将钥匙寄托于相熟的邻居处，让

中珍藏了几十年的邮票及金银首
饰，并且，在女子身上发现了钢丝及
铁片，物管经理告诉记者，
“这就是
女子所使用的开锁器具，通过钢丝
和开锁器完成开锁。”
“这个人以前我们就抓过，
但当
时没抓现行，
没证据只能放了。”曾
经理介绍，去年 11月底，曾有业主

告诉记者，2016年 1月份，发现家
中失窃，丢失了金器、手表、金银首
饰等，损失近八万元，
更让阿华感到
担心的是，
“别人家丢东西都是被翻
得乱七八糟，我们家除了衣柜里的
贵重物品不见了，其余所有东西纹
丝未动。”
“装了报警器仍被偷的，
装
防盗网也被偷，
各种各样，好像防不

从开盘到现在，
我们的物业费都是 1
块 8，到现在都没涨过，更没有多余
的资金去更换摄像头等电子监控。”
曾经理表示，一旦说到涨物业
费，业主们则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目
前，物业方正在筹划如何使用物业
维修资金来进行监控设备的翻新，
“比起粉刷墙面，这个更加重要，通

人员向羊城晚报记者
表示，
接到投诉后，
街
道办执法队员于 2
月 7日到现场核查，
业主解释两只鸡鸭系
临时安放。根据《深圳

留在广州的邻居“没事去家里转转，
看看有没有人进来”
。
谁知，
尽管千防万防，却仍然挡
不住窃贼。据小区物管介绍，
春节假
期，小区内就发生了三起盗窃事件，
三户业主都是回家后才发现失窃。

报警称该女子进家中偷窃，但后来
抓到时，其自称走错房间，又有小区
内其他业主为其担保，最终只能放
人。2月 8日，该女子被送往钟村派
出所。昨日，南都记者从广州公安番
禺分局了解到，目前该女子已被刑

完的贼。”阿华表示，
更有业主因为
屡次被偷，不得不把房子卖掉。

对于小区究竟缘何频遭盗窃，
南奥物业的曾经理表示，近几年来，

常电子设备需要 10年更新，南奥
的 15年了都没换过。”在现有的基
础上，曾经理表示，
只能通过进一步
规划安保制度，
将巡逻制度完善，
设
立
“明亭暗哨”来进行防范，但未来，
曾经理则希望通过发动居民进行群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对其负责人在居民区
饲养禽类的行为进行

2月 8日，南国奥园内小区物管工
作人员，在小区内进行全园安防工

拘。根据该女子供述，此前其曾在小
区内犯案多起。目前，案件仍在进一

随着南奥小区周边交通的发展，如
广州南站还有刚开通的地铁 7号

防群治，
“和居民一起协同提高小区
安保水平。”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责令教育，并要求在
两天内将鸡鸭清理。
该业主表示会积极配
合整改、遵守相关法

去年 11月中旬，成都芙华·金
色海伦小区物管发布了一则公告：
使用手机 APP确认出入。公告发
布后，有工作人员表示，当年 12月

律法规。
2月 8日 早 上 ，
队员再次前往 11栋
楼顶，业主已将家禽
清理完毕，执法队也

即开始使用。使用这款手机软件需

安保受困资金不足

停车先装 APP 个人信息恐泄露
成都一小区强行推广停车软件引业主担忧
行。”程先生也有些不满：
“物业公司
推行这个系统，就没有征得我们业

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同时，
他称，
物管没有搜集业主的核心信息。
“业
主的信息是通过物管的电脑录入，
软件公司是接触不到的。”

销之嫌。
物业引入这类需要搜集个人信
息的手机软件，是否要与业主进行
协商？四川蓉信律师事务所陈小虎

主的意见。”
业主程先生（化名）抱怨
道。另一方面，他和其他一些业主也

“去年 11月发的公告，大概
12月开始实行的。”一位物业工作
人员称，小区有 800多车位，目前

“软件是我们公司研发，用户
的数据不会出现泄漏的情况。”
APP开发公司联系人蒲先生介绍，
业主的个人信息只有物管方面掌

律师认为，更新车辆识别系统是否
需要得到业主的同意，具体可以看
物业服务合同中的相关约定，没有
约定的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是更换

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是否存在泄

已井有 600多位业主下载安装了

握，
“ 每个小区的系统电脑上有加

新系统，而这个系统还需要业主的

软件。“车位没有停满，有一些车
主可能年底回家还没来得及归来
办理。”

密，我们公司的后台是看不到的。”
他透露，此前有小区的电脑硬盘坏

一些个人信息，应该得到业委会或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2011

漏的风险？
这款名叫
“安心点”
的手机软件
中有“开闸”
“关闸”
、
的功能，此外还

年修正本） 第五十条规定：禁
止在居民住宅区、商业区、工

有售卖服务，
产品包括锁、行车记录
仪、车辆美容等。
“当时我把车辆的

她表示，由于小区此前的车辆
识别系统总是出问题，
“经常有业主

是重新授权的。”
有业主表示，如果从

业区以及市主管部门划定的
其他禁止区域内饲养猪、牛、

行驶证拿到物管那里，物管给我做
了登记。”而除了行驶证，
“这款软件

来向我们反映。
”而这家停车系统软
件公司前来推广时，在安装费用上

方便业主的角度，现在能
自动识别车牌的道闸系

羊、兔、鸡、鸭、鹅、食用鸽等家
畜家禽。

还需要我提交手机号、门牌号等信
息。”
程先生介绍说。

有一定优惠，物管方面遂决定采用
该公司的方案。

统已非常普遍，根本不需
要业主拿手机点一下才

“以前都是刷卡进出停车场的，
现在必须在手机上安装这个软件才

“这是物业公司正常的管理，
不
用经过小区业主的同意。”物管公司

能进出。现在物业强行业
主使用该 APP，有强迫推

通知物业对该处进行
消杀。城管中心执法
队员将继续加大巡查
力度，加强对环境卫
生的监管。

摘编自!金羊网"

要提交电话、行驶证以及单元门牌
号等个人信息，在进出小区停车场
时打开软件点击开闸或者锁闸的
选项。
“一纸公告，
也没有征得我们业

富士施乐携手GRI
举办GRI
大中华区年度报告者会议
近日，富士施乐(
中国)
携手全

告发展趋势及相互交流和学习的

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首次在上

平台。这是继成为 GRI唯一文件

海举办了 GRI大中华区年度报告

管理领域的 GOLD社团会员后，

者会议。该会议旨在为区域报告企

富士施乐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

业搭建一个解读报告指南、
分享报

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又一行动。

主的意见。”
另一方面，对于这个搜
集了自己诸多个人信息的软件，他
也担心有信息泄露的风险。

了，
“ 整个小区业主的车牌信息都

是业主大会的同意，
“物业公司没有
权利强制要求业主接受这个服务。”
摘编自!成都商报"

95后更契合新兴职业 宠物美容也是技术活
日前，赶集网细致深入地分析
了新兴职业从业者，试图还原从业
者群像，以此了解 95后新蓝领在
新兴职业中的发展情况。
95后成长背景致使他们的就
业观多以兴趣主导，他们崇尚更新

鲜、更自由的工作成为一股新势力
大量跃入职场，他们对于新的技术
和行业接受度快，
学习能力也更强。
以宠物美容师为例，赶集网招聘数
据显示 95后从业者占比最高且增
速明显，同比去年增速 45%。

记者在 58同城、
中华英才网看到
纹身师、
宠物美容师、
度假房产经纪人
等多种招聘信息，
也说明新兴职业的大
量涌现是时代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趋
势，
预计未来几年各类新兴职业对蓝领
的用工需求还将呈现井喷式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