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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弢 文图

本报讯 29日上午，在郑州市
百花路一酒店大楼外记者看到，
高空中悬挂多年的“空中楼阁”因
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碎烂的铝合
金板材外墙烂出一个1.5米见方
的大洞，给经常从楼下通行的小
学生带来安全隐患。

当天上午11时记者接报料

来到百花路友爱路南100米路西
的现场，看到了路西一家酒店大
楼北侧外墙三楼四楼之间悬挂的

“空中楼阁”。该“空中楼阁”烂出
一个1.5米见方的大窟窿，不少碎
烂的铝合金板材，悬在距地面数
米的高空，风一吹呼啦乱响，摇摇
欲坠。

在附近百花路小学护校执勤
的中原区巡防队员宋先生接受采

访时说：“每天上午10点半，都有
学前班孩子在下面做操上体育
课，平时学校里还有不少小学生
来这栋楼上辅导班。孩子们都从
破烂的空中楼阁下面通过，确实
太危险。”

记者跟随队员来到酒店外墙
“空中走廊”查看，发现原来的走
廊通道门早被封闭了，空中楼阁
和空中走廊目前处于废弃闲置状
态。

记者采访酒店的工作人员
时，工作人员称：“这个‘空中楼
阁’是酒店接手前早就有的，现在
已废弃不用了，但又不敢拆除。”
随后，酒店的管理人员贾女士到
现场看后，称：“酒店是租房东邮
电设计院的，破烂得出现大洞的
空中楼阁，一直废弃闲置着。铝
合金板材碎烂悬挂高空，估计是
最近俩月发生的。”她表示会尽快
联系房东，进行维修消除隐患。

发稿前酒店方的雷经理给记
者来电反馈：“上午市民反映空中
楼阁问题，下一步将尽快与房东
联系维修，尽早消除这里的安全
隐患。”K

线索提供 吴先生 稿酬 100
元 新闻热线 96211

□记者 张弢

紧邻郑州火车站西广场
的二七区蜜蜂张办事处泰和
苑小区3号楼9层一住户前几
天准备开旅馆隔离房间时，运
来四五十块预制板。因用电
梯向楼上运预制板，邻居们唯
恐楼房承受不住预制板的重
量，向楼长反映后电梯被停
运。不久，一层电梯门被踢
坏，上班族每天爬楼梯不说，
还有不少老人至今已连续一
周不能下楼。蜜南社区一负
责人说：“社区已责令9楼业主
停止施工，不让办旅馆了。”

27日上午记者来到泰和
苑小区，在三号楼前，记者看
到地上有预制板掉落的水泥
碎块。三楼王姓业主对记者
说：“这就是9楼40号房主拉
来的预制板，堆这里几天后又
拉走了。25日早上有民工用
电梯往9楼运预制板，邻居们
看到把这么重的楼板运到楼
上，都很担心居民楼的安全，
大家联系楼长后，当晚电梯被
停运。”

在三号楼一层电梯口记
者看到，破旧的电梯两扇门倾
斜，门缝裂开5厘米宽；上下楼
指示灯不亮。记者按几次，从
步梯下楼的一妇女说：“电梯
门让人踢坏了，再按也不管
用。”

“关键是电梯口没监控，
大家都怀疑是有人故意踢坏
的。”在电梯口另一居民说，

“别看电梯破，这段时间一直
没坏过，这可是上楼的唯一一
部电梯。”

随后记者来到９楼40号，
房门紧锁，敲几次无人应声。
后有邻居对记者说：“屋里没
人，民工全都走了。”

还有几户业主反映，居民
楼内办旅馆，半夜三更来住宿
者时，居民常被吵醒，建议有
关部门能取缔在居民楼内开
办的旅馆。

在调查时，住三号楼12层
的王先生说：“住高层的上班
族天天爬楼梯，楼上的老人无
法下楼，只有个别老人被送到
别处暂住，至今12层以上有6
个老人5天都没下楼了。”

该楼刘楼长受访时说：
“我们小区无物业，都是热心
居民收水费电费。现在9楼的
已不准备再开旅馆，电梯被损
坏的责任说不清，我们与电梯
维修公司联系过，让尽快过来
维修。”

该小区所属的蜜南社区
原辉副主任给记者来电时说：

“社区已责令这户居民不准开
旅馆了，放在楼下的预制板都
让他拉走了。运进室内的预
制板属于私人财产，我们也不
好干预。”

至记者发稿前，该楼居民
来电称“至今未见有人来维修
电梯，楼上的老人已8天没下
过楼了”。K

线索提供 王先生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记者 李岚

本报讯 在郑州市西四环
与通达路交叉口南约五十米
路西侧，有一座公厕长期大门
紧闭，门口贴着“公厕停水，暂
停使用”的提示牌。附近居民
说，该公厕从建成到现在，很
少开门，几乎成了摆设。

昨天下午1时许，记者在
该公厕的墙上，看到一个公示
牌，牌上显示该公厕的编号为

“中原119号”，公厕名称是“西
四环公厕”，公厕面积为86平
方米。管理单位为郑州市中
原区城肥管理队。公厕门口，
放着一个装垃圾的铁桶。公
厕的南边，有个供水的水罐。
墙角处，堆放着一些旧沙发之
类的家具。在公厕的北边，有
一处用黑色罩网和木棍搭建
的简易旱厕。附近居民说，尽
管旱厕内肮脏不堪，一些内急
的行人只能“将就”。他们认
为，政府投入资金建好的公厕
不能用，是资源浪费。

路边卖早点的一名小贩
告诉记者，该公厕三年前开
建，建好后曾开放过几天，后
来就关停了。停用的原因，就

是门口牌子上写的“停水”。
透过上了锁的公厕玻璃窗，可
以看到里面有床和衣物，似乎
经常有人居住。

下午4时许，中原区城肥
管理队一名姓张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说明了公厕停用的原
因。据张女士介绍，该公厕是
2015年 4月份建成投入使用
的。由于施工单位建公厕时，
周边没有正常的电源和水源，
向公厕引入的只是临时供电
线路和供水管路，导致公厕经
常停水停电，不能使用。该队
经过多方协调，此事至今仍无
法解决。

“为了解决周边群众如厕
的问题，我们在距离该公厕南
约100米的地方，又新建了一
座公厕，该公厕投入使用后，
119号公厕将不再使用。”张女
士说，由于当初建设公厕的单
位考察不到位，导致公厕建成
后不能正常供水供电，只能舍
弃。对于市民“资源浪费”的
质疑，张女士表示以后会进行
合理利用。K

线索提供 徐女士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石佛沉沙池边有人养鹅钓鱼
市民担心该备用水源被污染

[现场]
沉沙池边鹅儿“向天歌”

高新区石佛沉沙池，分为
东西两个水面，中间有一条南
北小道。岳先生反映的问题沉
沙池，系小道东侧的水面，它的
体量比西边的池子要大许多。

昨天上午11点左右，记者
还未走近该沉沙池，相距四五
十米便看到，一辆白色越野车
停在沉沙池堤坝上，几名男子
手持钓鱼竿，端坐折叠椅子上
钓鱼。凑近观察，架设在沉沙
池边的铁艺护栏，被人预留出
一个小门，没人看管，市民可随
意进出。

一名垂钓男子称，他们来
此一个多小时了，“钓住了两三

条鱼，个头都有二三斤。”几人
扯竿垂钓，很快吸引了附近民
众，凑到跟前围观。

沿铁艺门往东，是一条宽
约3米的沉沙池堤坝通道，上
面浇筑的柏油路面，几乎被黄
土全部覆盖，看不出它原来的
模样。这条通道北侧，有七八
间蓝色简易板房，每个门都关
着并落锁，未见有人。蓝色板
房东面，修葺了简易鸡鹅棚舍，
数十只鸡和3只鹅，仰天鸣叫。

鸡鹅棚舍处，散落许多菜
叶，供其食用。它们南侧水面，
亦散落许多菜叶，吸引了鱼儿
啄食。

[说法]
严禁饲养鸡鹅
立即清理

在现场，一位知情者透露，有
人承包了沉沙池水面，并喂养了
鱼苗。根据其规定，进场一个鱼
竿钓鱼，不管是否钓到鱼，收费
100元；一旦钓到鱼，无论什么品
种，按每斤20元收费，“这水恁干
净，鱼儿养得肥壮，每逢节假日，
吸引了许多市民垂钓。”这位知情
者说，沉沙池多见鲤鱼，它们喝着
黄河水，深受钓鱼者喜爱。

在现场，竖立多处落款为“郑
州市人民政府”的标牌称：该区域
为郑州市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严禁翻越破坏围网，钓鱼、游泳
等，一旦发现违法，将依法给予罚
款。

既然有如此严格规定，为何
频见有人来此钓鱼，且水源地附
近还饲养鸡鹅呢？

昨天上午，郑州市自来水公
司柿园水厂杨厂长受访时表示，
2006年，他们发现沉沙池积存的
水源，有生长绿藻的迹象。为了
净化水质，便对外承包，并约定只
准饲养草鱼、青鱼和鲢鱼三种鱼，
用作协助处理水源。

杨厂长称，他们还向饲养者
规定，为了维持水质洁净，不准给
鱼投喂饲料。他称，沉沙池堤坝
上修筑的简易房，用作巡护人员
临时休息，早在2008年就已经建
成了，“严禁市民到沉沙池钓鱼，
更不准临池喂养鸡鹅。我们马上
要求对方把它们清理出去，恢复
该区域原貌。”

杨厂长说，南水北调供水进
入郑州后，由石佛沉沙池净化过
的水，目前充当备用水源。一旦
居民用水量过大，南水北调水源
不足，该处水源就启用，送到千家
万户。K

线索提供 岳先生 稿酬 100
元 新闻热线 96211

酒店外墙“空中楼阁”摇摇欲坠
给经常从下面通行的小学生带来安全隐患

为在居民楼里开旅馆
用电梯运预制板隔离房间
遭居民阻止后 电梯门蹊跷被损坏

公厕建好1年
不能正常使用成摆设
市民质疑“资源浪费”

在石佛沉沙池边，有人饲养鹅。

破烂的空中楼阁

下面经常有小学生通过

□记者 郭致远 文图

本报讯“在高新区石佛沉沙池一级水源保护区内，竟然有人饲
养鸡鹅，并将铁艺护栏开个门，供人进出钓鱼赚钱。”昨天，郑州市民
岳先生反映称，人和家禽制造的垃圾污染水源，希望有关部门赶紧
出手，“救救水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