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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别墅区违建十年不断"业主痛心不已

八面来风

“天鹅堡”
竟成“大工地”
天鹅堡别墅区位于通州区马
驹桥镇，业主称入住小区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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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非但没有制止，还收起了建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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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建成风，如今超过八成的别墅
均经业主私搭扩建（如图）。日前，

工管理费。”回想起初入天鹅堡时看
到的完整的林园水系，李先生感到
痛心，
“现在这里俨然成为了一个永

北京晨报记者在小区走访过程中

远建不完的大工地。”

发现，当日小区内仍有不下三十

相关单位闭口不应
栋别墅正在施工，拆墙电钻声不
绝于耳。

6月 8日下午，
苏州锦沧茗苑小区
一男业主将奔驰轿

随后，记者找到负责管理天鹅

车停在小区唯一的

堡小区的北京达尔文国际酒店物业

出入口上长达数小

家家抢着盖违建
日前，记者来到通州天鹅堡小
区，每走不足百步就能看到一处伴
有脚手架、
深色围挡布、
以及各种施
工材料的建筑，靠近围挡处，可听到
“轰隆隆”
的设备运转声。粗略一数，
发现小区内正在施工的别墅不下
30栋。一处即将竣工的独栋别墅内
的工人说，别墅“扩建”三层楼只需
三个月，
扩建后，
别墅可比原来增加
一百平方米。
记者在一正在大肆施工的别墅
施工围挡木板上注意到，一份于去
年 12月 26日张贴的《限期拆除通

图 !"

知书》已布满泥渍，通知书上称业主
已构成违法建设行为，并责令业主
于 2016年 12月 29日 8时前自行
拆除违法建设。落款为
“北京市通州
区马驹桥镇人民政府”。

已逼走几任物业
据业主陈先生讲，天鹅堡小区
业主大多是十多年前入住的，但这
十年间，
小区违建从未停止，不少邻
居为此卖了房，
“业主违建，势必会

影响其别墅的采光，也会产生邻里
矛盾。”他称，就在 6月 5日，小区
内的一名业主就因劝阻邻居扩建别
墅，自家门口和汽车被夜间泼大粪。
“由于秩序混乱，
这些年我们也换了
5家物业公司，有的物业刚接手一
个月，就因为违建不停工，宁愿违约
也不再入驻小区了。”
另据业主李先生回忆，
“随着通
州城市副中心的设立，许多业主称
现在不建，以后建房子就更难了。物

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处，出示工
作证件后，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接
受采访。
随后，记者按照《限期拆除通
知书》的落款单位就此事询问马驹
桥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虽然落
款为马驹桥镇政府，但违建事宜仍
由属地城管负责，建议记者询问城
管队。
6月 5日下午，记者到达马驹
桥镇执法队，在场工作人员表示由
于领导外出开会，队内无人了解详
情，无法介绍天鹅堡小区的违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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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新房遇怪事 房间墙面莫名带电
2日，李先生重新开门装修，发现房
间的带电现象愈发严重，不仅门窗、

担心以后万一产生电流，导致煤气
爆炸怎么办？”李先生很是担心。

李先生在南京江宁买了一套新
房，今年 4月份开始装修。装修工

家具的金属部位带电，墙壁、
天花板
也能测出电流。
李先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小
区物业。物业中心的电工检测后发

装修工人表示，按照他们的经
验，房间带电一般是线路漏电所致。
记者随后联系了当地供电部门，供

作进行得很顺利，到了 5月底，工
人在贴墙布的时候发现了墙壁好像
带了电。
“开窗户的时候被电了一下，开

现，李先生家的房间的确带电。“就
是墙面带电，是弱电，你在这儿测，
电压在五伏、
三伏左右。”
电工的检
测结果让李先生很担心。

电部门工作人员到场后表示，如果
真是线路漏电，那么关闭电闸后，房
间带电现象应该会消失。
为了检验房屋带电原因，工作

门的时候手也麻。”
李先生刚开始并
没有在意，墙布贴好后恰逢天气干

奇怪的是，带电现象仅仅出现
在李先生家，小区楼道以及其他业
主家中都没有发现类似的状况。
“我

人员随后切断了整栋单元楼的电

的感觉。
业主!装修后房间带电

燥炎热，
他便让工人歇了几天。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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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东风日产
联袂凤凰网举办的“突破·
洞见”青年峰会在北京邮
电大学举行，成为“寻找未
知的自己”第三季活动的
收官之站。魏坤琳、姜思
达、姬十三、东风日产市场
部部长颜宏斌、凤凰新媒
体副总裁兼凤凰网总编辑
邹明、凤凰网营销与运营
管理中心总经理郝炜等嘉
宾倾情助阵，与青年学子
一起就未来科技、人生选
择、生存危机等话题展开
探讨和分享，启发学生从
当下的科技热点出发，思
考自身的发展路径，寻找
未知的自己。
魏坤琳通过有趣的科
学发展史以及人脑开发的
角度，展示科技带给人的
安全感。姜思达则站在年
轻人的角度，发表科技进
步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更多
的便利。颜宏斌说道科技
本身是生命的延伸，而非
独立于生命之外。无论胜
负，
都是人类的进步。

常有限，物业只能给该男子两辆
车中的一辆安排长期车位，另外
一辆按临时停车缴费。当天下午
该男子在物业向其收取停车费时
积怨爆发，索性将车停在了出入
口上。之后，打人男子被派出所民
摘编自!现代快报"
警带走。

原因!有可能是静电

近日，家住南京江宁区的李先
生（化姓）向金陵晚报反映称，他正
在装修自己新买的房子，就在最近，
他发现房子里莫名其妙地带了电，
家里的门窗用手一碰，就有被电击

时，居民出行受到影
响。在一片谴责声
中，男子依然我行我
素，甚至殴打上前理
论的业主。
据了解，
锦沧茗
苑是老小区，
车位非

只奔
因驰
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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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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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小
费时

供电部门!与线路无关

源，让人不解，带电现象仍然存在。
“总电源关掉后房屋还是带电，

基本可以证明与我们的线路没有关
系。”工作人员得出结论。

就此问题，
家装设计师表示，木
地板、墙布在安装的过程中的确会
产生静电。
“就是一些工人在拖家具
或者一些灯具、
空调的时候，
地面摩

经过一项项排查，有线电视、入
户宽带等弱电线路也没有发现漏
电。供电部门工作人员以及电工师
傅判断，即便线路漏电，墙壁、天花

擦这个木地板可能会产生一些静
电。墙纸、墙布施工的过程中，
施工
工人会用一些工具来回地把墙纸、
墙布施工平整，可能来回地摩擦，这

板等绝缘体也不应该带电。
通过了解得知，业主在装修之
前并未发现有带电的情况，直到贴

样的话就会产生大量的静电。”
但工
期结束这么久，带电现象还如此明
显，设计师表示
“非常少见”。
物业管理中心的负责人表示，

墙纸工期后才发现。“那么，房间带
电的‘罪魁祸首’
应该是静电。可能
是这个装修材料材质的问题。
”
李先
生猜测。

爱情保卫战，百合网新战法引社会热议
假如你的爱情面临分崩离析，
是应该丢车保帅还是宁为玉碎、不
为瓦全？情感专家说过：
爱情有时也
需要“历劫”
。那么如何帮自己的爱
情“渡劫”
，打赢这场爱情保卫战？作
为首推情感业务的百合网说;知己
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在百合网发布的《2016中国人
婚恋状况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对
于恋爱，尽管有 59.
65%的人表示
没有恋爱障碍，但仍有 23.
39%的
人表示自己存在恋爱障碍，另有
16.
96%的人表示不清楚，对恋爱缺
乏信心。

据悉，百合网作为国内的婚恋
全产业链领导者，不仅在传统的婚
恋业务傲视群雄，而且近年来更在
国内力推情感维护业务，在相关业
务逐步成熟的的同时，也为行业树
立了标杆。百合网婚礼业务正在成
为百合网的全新名片。

他们会对李先生家的情况做跟踪关
注，争取查清原因，消除他的后顾之
摘编自!金陵晚报"
忧。

富士施乐彩 色 一 体 机 获
2017BL
“年度之选”
I
大奖
近日，全球著名的 BLI买家实
验室发布了最新彩色多功能一体
机评测结果，富士施乐 DocuPr
i
nt
CM318z以出众的彩色输出品质、
强大的生产力、灵活的无线打印支

58同城招聘：
“技能型人才”
成职场宠儿
持、和人性化的创新设计脱颖而
传统意义上，
“ 技能型人才”指
的是普通技术型工种的从业者，但
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概念也被进一
步泛化，诸如 UGC、
PGC等创作型
自媒体人也被纳入其中。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人才
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

在企业硬件条件趋同且无竞争壁垒
的情况下，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
58同城招聘数据显示，同比去年
Q1，技能型人才薪金平均涨幅为
17.
52%。同时，
记者在招才猫、赶集
网上搜索发现，近几个月各大企业
的 HR发布的求才需求中，高薪聘

请技能型人才逐渐增多。
事实上，随着各种新兴高薪职
业的出现、求职者对中小微企业的
关注也在逐步提升。尤其是 2017
年 1至 4月的就业市场需求趋势
越发明显，未来的就业趋势将会变
得更加多元化。

碧桂园·2017玄铁国际郑州站铁人三项完美谢幕
玄铁系列赛的定义始终未
变：这不是一场残酷的赛事，这是
我们为所有铁三爱好者制造的一
场与铁友的相会，与铁人精神零
距接触的狂欢；名次可以是次要，
每位参赛的选手都是玄铁英雄。

赛场上抛洒的热血让我们激动，
赛场上传递的温暖让我们泪目，
赛场上呈现的铁人精神让我们甘
愿被洗礼并铭记于心。
作为进驻郑州的首个铁人三
项赛事，碧桂园·2017玄铁郑州

站紧握“传播铁人三项，打造宜居
城市”的初心来筹划。从享誉国内
外的郑开国际马拉松到如今的玄
铁郑州站，都在展现这座城市欲
创造健康生活的积极性。这点恰
与碧桂园的理念不谋而合，从而

出，夺得 2017年 BLI冬季“年度之
选”大奖。这是 Doc
uPr
i
ntCM318z
继荣获代表国际领先的工业设计
水平“2017中国设计智造大奖”之
后的又一项殊荣。

携手铁人联盟完成这场打破郑州
历史的铁人三项赛！
上半年的征程已封刀挂剑；
下半年的旅途也即将起航；下半
年京沪双城齐上阵！坐待京沪双
城强势归来 重燃铁人精神！玄铁
英雄们再汇聚 看谁能笑傲这茫茫
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