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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地基下沉居民惴惴不安
近日，城东区金汇路信园小区的居民
们，向晚报 《社区周报》 栏目组反映，小
区内的七八户居民房屋都出现地基下沉
现象，这让居民们非常担忧。

地基下陷居民害怕
居民孙先生是 2013 年 6 月份买的房
子，到 2014 年的时候房子就开始出现下
沉，不仅客厅的地板砖开裂，而且电视
柜和衣柜也倾斜了。孙先生说，这套房
子是二手房，为了安全起见，他将原有
的地面全部砸掉，用钢筋、混凝土对下
沉的地基进行灌浆，可是这两年地基下
沉越发厉害，家人已经都不敢在这居住
了。而且小区出现地基下沉情况的，还

不止他一家，只是轻重程度各有不同，
孙先生说他的左右邻居家都因地基下沉
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邻居马先生家最为
严重，家里的地面已出现裂缝，地下感
觉都是空的，家里小孩来回跑着玩，鱼
缸的水都在颤动，像地震了一样。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单元楼外墙
连接地面的地方，整个已经断裂开，地
面明显下沉，裂缝最严重的地方，大约
有七八厘米宽。记者从该小区物业负责
人处了解到，这个房屋已经建成十几年
了，找不到开发商，而且他们是后面进
驻的物业公司，原物业公司撤离时并没
有与他们交接清楚，也没有留下开发商
的联系方式，不过他们已经将这一情况

向上级部门乐家湾政府作了汇报。

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60 岁的他

随后，记者联系了城东区乐家湾镇
泉景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地基下沉属于房屋质量问题，需要找开
发商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已向镇上反
映，社区和物业也都会努力去找开发
商。如果实在找不到开发商，可以召开
业主大会，动用房屋维修基金解决这个
问题。
记者 史益竹

烧暖气烧出了名堂

一周视听

因地制宜改造排污管道
近日，家住小桥大街 71 号院的张
女士向建设巷社区网格员反映，他们
楼旁边的下水管道经常堵塞，疏通没
多久又被堵住了，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居民们认为，管道堵塞跟旁边小吃城
商户排放油污有关，希望社区出面协
调，彻底解决这一头疼问题。
建设巷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情况
后，及时联系城北区市政维修人员进
行现场勘察，发现造成堵塞的主要原
因是该院与小桥集贸商城内的小吃城
共用一个管道，
因为长期排放油污和餐
厨垃圾造成下水管道堵塞严重，
无法再
次修复。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
的办法就是更换部分下水管道，
但是更
换新管道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对此，
楼内居民与小吃城的商户们意见不一，
更换下水管道一事陷入僵局。
后来考虑到居民的实际情况，经
建设巷社区和小桥街道办事处联点领
导们多次与楼栋长、商户代表协商后，
决定把居民楼的下水管道与小吃城使
用的管道分开更换，小桥大街 71 号院
居民的维修经费由社区负责筹集解决，
小吃城管道更换经费由商户们自筹。
目前，通过社区积极协调，小桥大
街 71 号院居民楼的下水管道已更换
到位，彻底解决了下水管经常堵塞的
问题。
记者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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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
新世纪社区工作人员致电本报《社区
周报》称，
他们社区有位锅炉工，
凭借自己的技术，
成
功地实现了锅炉高效低耗的目标，
一个冬天为物业
公司节省了50万元资金，
成了公司里的节能宝贝。
这位锅炉工名叫李森，
今年60岁，
是新世纪社区
一名退休教师。
2002年病退后，
他开始钻研车辆、
锅炉
等方面的修理技术，
久而久之他维修锅炉的技术被传
开了，
时不时地被各物业公司邀请去维修锅炉。
2018 年下半年，李森应聘到格尔木市中小企
业孵化基地当了一名锅炉工，为 7 家中小企业供
暖。上岗第一天，李森就听到用户们反映办公场地
暖气不热等问题，从物业公司提供的数据看，2017
年采暖期，总共用去了 90 万元燃气费，但暖气依
旧不热。他通过查阅锅炉房的记录和相关资料，发
现暖气不热的原因跟供暖管道热循环有关。把温
度烧上去，把燃气损耗降下来——这是李森 2018
年度给自己定的工作目标。
他凭借多年维修锅炉设备的经验，对供热系
统的温控系统进行改造，并根据用户的作息时间
规律，反复测试，合理调整温控器供热时段。李森
说，当水温烧到70度至80度的时候，
就停炉开始使
用循环泵，
循环泵一直运转到晚上11点睡觉时间，
供
热管道的水温还一直保持在 40 度至 50 度之间。同
时，
他也当起气温分析员，
结合室外气温变化控制燃
气用量，
不仅提高了供热系统的综合效率，
还大大降
低了燃气消耗量，
上个采暖期，
总共用了39.5万元燃
气费，
为物业公司节约了 50 万元资金，
2018 年度采
暖期没有接到一起投诉，接到的反馈都是暖气烧
得热。李森自豪地说，
办法总比困难多。
停炉期间，李森也没闲着，他仔细地对锅炉内
外进行保养，检修辅助设施，检查所有零部件，每
日的工作量不少于冬季采暖期。大家都说，他这么
敬职敬责，
暖气能不热吗？
记者曙光

社区人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到来之际，东交通巷社区的党群活动室里每
天都热闹非凡，老年文艺队的成员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及阅历把 70 年来生活的变
化、
楼院的变化编成戏曲相互传唱，
以此诉说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晓峰 摄

出租屋存隐患社区调解有方
“居民楼一楼的两套房都是出租
房，一套房里既办公又住人，另一套
房被租户当成了库房，里面堆放着各
种配件。造成单元内每天来往人员
多而杂，不仅扰民而且还存在安全隐
患。”近日，古城台街道昆仑路西社区
接到辖区居民反映，单元楼内的两套
出租房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希望社
区出面协调解决。
昆仑路西社区工作人员接到居
民反映后，先后两次入户进行了解。
该单元 101 室除了办公外，还是集体
宿 舍 ，里 面 租 住 的 人 员 有 10 多 个 。
102 室的租户将房屋当库房使用，里

面堆放了大量的汽车配件。
9 月 4 日上午，昆仑路西社区古城
台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工作人员、五四
大街派出所民警对两套房屋再次进
行了协同调查和调解。101 室的租户
表明租房合同即将到期，到期后他们
就会搬走，同时对给居民带来的不便
表示歉意。102 室的租户将会按照五
四大街派出所民警下发的整改通知
书要求及时进行整改。
记者 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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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

富强

国之脊梁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
杆，护卫民众的福祉。旧中国积贫积
弱，备受列强欺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
民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华儿女最强
烈、
最执着的愿望追求。
我们倡导的富强，是人民共同富裕
和国家繁荣强盛的有机统一，是和平发
展与共享共赢的崭新模式。
“ 贫穷不是
社会主义”
“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最
终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
力，更体现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
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
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我们追求的
富强，不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
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而是希望
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
和平、共享和平。

社区留言板
桃李路社区

绿色发展我先行
近日，桃李路社区结合四点半小课
堂开展了“绿色发展我先行”主题活
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给孩子们讲
述了节能环保、垃圾分类、河湖保护等
知识，通过播放动画短视频、“绿色词
典”互动知识竞答，增强了孩子们的低
碳生活意识。
曙光

西交通巷社区

大家动手美化家园
近日，西交通巷社区组织党员群众、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开展美化家园活动，
对小区内的花草树木进行统一修剪，并
清除杂草、捡拾垃圾。通过大家的辛勤
劳动，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晓峰

科普路社区

确保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近日，
科普路社区针对学校周边开展
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活动，对食品许可、卫
生环境、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证照、进货检
查验收、索证索票、购销台账以及学校周
边的午托班是否按规定对食品留样等情
况进行了检查。同时，对是否销售过期、
“三无”
等不合格食品进行了检查。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