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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楼顶加盖，物业出租赚钱？
物业人员说法自相矛盾，惠济区执法局已介入调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丁丰林 文图
小区已交房入住十来年了，最近突然几乎所有楼栋的顶楼都
在忙着加盖，有些加盖好的房屋里已经有人入住，小区业主怀疑
是物业公司加盖房屋，出租牟利，物业公司给出的解释却自相矛
盾：有工作人员说这是顶层业主自行施工，还有工作人员说是物
业统一部署施工，至于为什么要加盖，加盖的房屋做什么用？物
业人员闪烁其词。目前，惠济区执法局已经介入调查。

交房十来年，
楼顶突然忙加盖

到底是谁在加盖？
物业说法自相矛盾

王先生居住在郑州市惠济区
在媒体以往的报道中，顶层业
金杯路上的金蓝湾小区，交房入住
主私自加盖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像
已经近 10 年了。自去年 6 月份开
金蓝湾小区这样，这么多栋楼都在
始，王先生发现小区里有几栋楼的
加盖，到底是业主的不约而同，还
楼顶有人在施工，最初并不了解是
是真如业主所说，是物业的统一行
在做什么。到了今年年中，王先生
动呢？记者昨日下午来到小区的物
发现这几栋楼的楼顶天台都被封
业——郑州安诚物业公司的金蓝
闭了起来，里面挂有窗帘，外面还
湾物业管理处，记者表明来意后，
有空调外机。再后来，王先生发现
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给出了两
小区其他几栋楼的楼顶也都开始
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加盖，现在小区十多栋楼几乎每栋
最先接待记者的，是一位年长
楼的楼顶都加盖了房子。
的物业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楼
“挂有窗帘，装有空调，显然是
顶的施工确实是物业统一部署的，
有人住进去了。”王先生说，他听
为了要把顶层原本的框架密封起
到有其他业主说，这些房子是物
来，至于为什么要密封起来，密封
业统一加盖的，要对外出租挣
起来干什么用，这位工作人员称，
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让小
这些楼的顶层最初规划的都是居
区的不少业主难以接受。首先在
住的房子，只是开发商当初并没有
原有建筑物上进行加盖，没有相
盖，现在要盖起来。那为什么要隔
关手续的话就是违法的，再一个， 了十来年才盖？最初的规划图纸就
加盖的建筑和原有建筑不是一体， 是这样的？该工作人员称自己不清
肯定有安全隐患。
楚，要找主管领导了解。
王先生说，他之前曾去问过物
在记者等待过程中，物业管理
业，物业给他的说法是要把顶层封
处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则给出了另
闭起来，以免高空坠物伤人。
“如果
一种回答。她告诉记者，在楼顶施
真的只是封闭起来的话，为什么里
工的不是物业，而是一些顶楼的业
面还要住人呢？”王先生对这一说
主为了防止漏水，自行加盖的。记
法并不认可。
者指出两种说法的矛盾之处，并提
记者于 6 日上午去金蓝湾小
出采访其主管领导。等待多时后，
区，从地上就可以看到不少楼栋的
对方称无法联系上主管领导。记者
顶层，在外观上明显和下面的楼层
留下了联系方式，截至 6 日晚 7 时
不同，记者随机去了五栋楼的顶
发稿前，也未接到回复。
楼，发现都有正在施工的迹象。
在小区 12 号楼的楼顶，可以 惠济区执法局
看到堆放了不少施工材料，楼顶地 已介入调查
面正在被破拆。在 6 号楼的顶楼 19
楼，记者看到两名工人正在施工，
12 月 6 日上午，业主王先生已
对楼顶做地平处理。一位工人讲述
将小区内存在加盖的情况，向惠济
说，他们在这里施工已有两个多月
区执法局做了反映。6 日下午，记者
了，已经对 6 号楼，11 号楼和 13 号
联系惠济区执法局，该局所辖的长
楼进行地平施工。在楼层的北侧， 兴路执法中队一位负责人回复记
记者看到有两间已经封闭的房子， 者称，在接到投诉后，他们已在现
里面住的有人，记者敲门表明来意
场查看，确实看到小区很多楼栋顶
后，屋内住户称自己不了解情况， 层有施工迹象，一些加盖建筑里也
未予开门。
有人入住。该负责人称，他们询问
在 10 号楼的顶层 16 楼，记者
了物业公司，也未得到明确答复，
也看到楼梯的两侧多出两栋房子， 下一步他们需要调取该小区最初
屋门和墙面都和下面的楼层不同。 的规划资料，并联系小区的开发商
从顶层望去，确实如王先生所说， 询问，才能对加盖的建筑做出定
几乎每栋楼的顶层都有加盖，有的
性。在调查结果出来后，会及时向
是正在施工，还未封闭，有的是已
媒体回复。
经封闭，有人入住。

太康供电加快工程建设保今冬用电需求
12 月 6 日，在太康县新建 35 千
伏张集变电站工程建设施工现场，
电力工人正在抓紧时间进行施工，
确保变电站早日投运。为确保迎峰
度冬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城乡
居民生活可靠用电，太康县供电公
司对 3 座 35 千伏变电站进行增容改

造、新建 35 千伏变电站 5 座，新建改
造 10 千伏线路 181.79 千米，新建改
造 0.4 千伏线路 1350.28 千米。据了
解，该县今年除一座新建 35 千伏变
电站外，所有工程将在 12 月 30 日前
完成。
（邱志强）

金蓝湾小区一栋楼的楼顶上加盖的房子

“公益馒头机”
亮相商丘街头
满60岁老人刷身份证可免费领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陈曦 文图
本报商丘讯 12 月 5 日，一个名为
“公益馒头机，免费领馒头”的小视频
刷爆了商丘网友的朋友圈，据介绍，年
满 60 岁的老人只需凭借身份证就可以
每天免费领取两个馒头。
12 月 5 日下午，记者驱车来到商
丘市华夏路北海路口附近，在一家名
为“万客来”的超市门前，看到多名老
人排着队站在一台名叫“公益馒头机”
的机器前，现场不时有老人拿着身份
证在机器上刷卡，每人在领取两个馒
头后高兴离去。
记者在现场看到，
“ 公益馒头机”
约 2 米高，机器右上角有一个刷卡区，
下方的“取货口”可领取馒头。
“只要年
满 60 岁的老人用身份证刷卡，就可以
免费领取两个馒头，还不用花钱。”家
住商丘市睢阳区的赵大爷告诉记者，
自从听说可以免费领馒头，他和老伴
每天都会来此领一次。
据超市工作人员介绍，
“ 公益馒头
机”已经投放近半月了，每天都会有很
多排队的大爷大娘领取馒头。
根据相关信息，记者辗转联系到
了“公益馒头机”的投放公司。
“公益馒
头机”是我们豫粮集团打造的一个公
益项目，目的是为了让老人吃上免费

的馒头。”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唐东告诉
记者，这台机器也是商丘市第一台“公
益馒头机”
。
“第一台是试点，今后在商丘会加
大投入量，下一步我们还会联系环卫
部门，打算将所有环卫工的身份证录
入，让每名环卫工人都能吃上免费的
馒头。
”唐东告诉记者。

一名老人在领取免费馒头

公 告
经河南省同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南同乐医
药”
）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决定
派生分立国药控股郑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郑
州”
），河南同乐医药存续；分立前河南同乐医药注册资
本 10000 万元，分立完成后，国控郑州注册资本 2000 万
元、河南同乐医药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根据《公司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分立前的债权债务均由存续
的河南同乐医药承担，国控郑州公司在分得 2000 万元
资产额度内承担连带责任。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
可以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河南省同乐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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