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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营养学会主办"益海嘉
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协办的#

$%"%

膳食脂
肪酸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会议中心
召开%

$%%

多位来自加拿大"美国"瑞士"日
本"中国专家和营养学科技工作者应邀出
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
监管研究中心专家"领导到会并对研讨会
的召开发表贺词&

来自国内著名大学的教授!美国知名
大学教授'日本营养与食品学会领导等专
家分别以( 膳食脂肪﹑脂肪酸和心脑血管

疾 病 危 险 因 素 的 系 列 研 究 ) '(

&'()

*+!,-.!

对孕妇' 儿童和婴幼儿的重要
性) '(

/'(

脂肪酸功能和成人健康益处)

等为题与我们分享了膳食脂肪酸领域最
新的研究成果&

通过专家们的科研成果分享!我们了
解到人的一生都需要补充膳食脂肪酸& 然
而!(

0'(1!)

的健康作用及我国人群摄入
状况)报告指出我国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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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多
不饱和脂肪酸!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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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的摄入
量明显偏低& 中国营养学会的教授表示!

日常生活中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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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渠道非常有限!人
体自身只能将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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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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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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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需要额外的适量补充&

本次研讨会的受邀嘉宾益海嘉里陈波总
经理表示* 面对中国人膳食脂肪酸摄入量严
重不足的现状! 金龙鱼添加深海鱼油调和油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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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脂肪酸均衡配比的基础上在食用
油中添加了精选优质进口深海鱼油! 帮助达
到美国医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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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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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值!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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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体全方
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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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

<密码!深海鱼油开辟心脑体健康新途径
$%"%

膳食脂肪酸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在京胜利闭幕

专家教授们对膳食脂肪酸合理摄入对人体健康的益处展开讨论

地下室装修挖窗 楼上人心惶惶
地下室业主*我挖的是虚土!扩窗肯定安全!装修为的是储藏点儿东西
楼上业主*她扩建的是承重墙上的窗户!要开旅馆做足疗
!"#$%&'()*+,-./0123456.758

没有审批手续! 储藏室主
人私自挖开地下储藏室! 在承
重墙上扩大窗户! 引发楼上业
主恐慌%

楼上业主称! 对方是要装
修储藏室! 挖开窗户做旅馆和
足疗!改变了楼的主体结构!使
楼成了# 危楼$% 储藏室业主张
女士承认! 她在承重墙上把窗
户扩大没有相关手续! 但她装
修是为了储藏一些物品!# 肯定
安全$%

郑州市
$"

世纪社区
==

号楼地下一层是一个
车库% 车库南面!并排建
着
$%

间地下储藏室%

>

楼的晋女士称 !她
$%%(

年搬进来!这排地下
室一直没见动静 !# 但最
近地下室的承重墙都被
挖开了!这要出了事该咋
办+ $

昨天下午 ! 河南商
报记者被晋女士等众多
业 主 带 进 了 这 排 储 藏
室 ! 入口是车库中间一
个狭窄的过道%

过道约
5

米宽! 有
5%%

多米长! 里面没有灯!黑
糊糊一片%过道中间有一
个门 ! 有明显的施工痕
迹! 一个业主指着它称!

这本来是一堵墙!已经被
砸开了%

南侧!被隔成一间间
约
5$

平方米的储藏室!有
$%

间! 西面的储藏室内!

地面被挖下了将近半米
深!有的还搭建了钢架%

同时 ! 由于是地下
空间 !外墙上的窗户都
是宽约

$

米 ! 高仅
>%

厘
米 !采光不是很好 % 而
在一间地下室里 !这样
的 窗 户 硬 是 被 扩 建 成
长宽各约

$

米的大窗 %

就是这个窗!让楼上
业主吓了一跳 !# 这可是
承重墙啊,怎么能在地下
室里私自乱挖窗呢+ $有
业主质疑%

住在
>

楼的业主祝女士称! 大约一个星期
前!她在家里休息时!突然感觉楼体震动!# 还以
为楼上搞装修!没想到是地下室在砸窗户% $祝
女士称!这太危险了!她希望储藏室业主赶紧把
楼恢复原貌%

另一业主晋女士称! 她以前都不知道这里
还有储藏室%# 他们改造地下室!应该是要出租
做商业用途%$另有业主称%在隔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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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地
下储藏室的入口处! 贴着两张广告! 一张上写
着*#

$5

世纪社区内有车库数间!适合做仓库'住

宿等% $另一张写着*#

$5

世纪社区精装整排单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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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整体出租 !水 '电齐全 !适合做集体宿
舍'家庭旅舍'棋牌茶艺'足疗按摩'美容美体
等% $后面附有联系方式% 而该小区内!除了地
下储藏室!并无整排单间%

业主范女士称!这排储藏室和
==

楼地下室属
于同一个人!她怀疑这个人也要开发用于商业%

# 上周日! 我们曾找过这个业主! 不许她施
工!她还当面道歉了%$目前!工人已经停工%但范
女士担心!他们迟早还要复工!影响居民楼安全%

对此!储藏室的业主张女士说!这一排储
藏室共

$%

间!她花了
=%

多万元从
$5

世纪住宅建
设有限公司处购得%但她发现!西面的

5$

间储藏
室比东面的

?

间高出来
=%

多厘米!于是!她决定
把西面的地面往下挖和东面持平!# 那都是虚
土!不是地基!我才敢放心挖% $

张女士说 ! 至于在承重墙上扩建窗户 !

如果往高扩展不会影响到楼的安全 %# 没想
到!还是引发业主不满% $张女士承认!此前她

没有办理相关审批!在楼上业主制止后!她已
经停工了%

# 房屋的用途是储藏室! 我装修是为了储
藏一些物品% $对于张女士的这一说法!有业主
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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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
5=

间储藏室被开发成适合# 家
庭旅馆'足浴$的出租房!恰好也是张女士的%

对此!张女士予以否认% 不过!在
=5

号楼储
藏室门上贴出的广告!上面留下的联系方式正
是张女士的%

对此! 负责
==

号楼物业的
$5

世纪新楼中楼
管理处周主任称!改变建筑的主体结构和承重
墙外立面是明文规定不允许的%

# 她在承重墙上扩开了一个大窗% 因此!

有业主反映后我们叫她停了% $至于地面被挖
低半米!周主任称!如果动地基是不允许的!但
储藏室的业主动的是地基还是虚土!需要查阅
相关资料%

# 发现这种情况!物业公司可以制止!如

果制止不成!可以向相关部门报告% $周主任
称!

==

号楼的业主要求恢复原样是对的!但是!

# 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划和设计! 如果储藏室的
业主办理了相关手续! 按照规划设计去装修!

这时!物业就无权干涉了% $

至于储藏室是否可用于开发足疗'旅社等
商业用途!周主任称!应该是不允许的!# 这个
我也没见过相关的法律规定!商业用途你看咋
弄!我也不好说% $他说%

对此! 河南华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华阳
认为!如果该储藏室的原用途为储藏!业主要
是想改变其性质!定位营业性质!必须经过该

栋楼所有业主的同意%

# 有一个人不同意! 都不允许定为营业用
途% $李华阳说!否则!楼上业主可诉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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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顺河路上经营一家服装
店的刘女士 !近来很烦 !小店的门锁
接二连三遭遇# 坏锁芯$!致使她每次
不得不费尽周折!才能开门营业%# 到
底是谁干的$成了一个谜%

为这事!巡防队员也询问过附近商户!

但大家都表示!刘女士人好!衣服也卖得便
宜!所以相比附近的同行!她的生意不错%

会不会因为生意好遭人嫉妒+巡防队
员李先生猜测!但刘女士说!没有证据她
不会乱冤枉人%

# 但肯定也不是小孩干的% $也有居民
分析!如果是小孩的恶作剧!不可能一而
再!再而三%

小区的保安乔先生则劝慰刘女士!不
要声张!# 放长线钓大鱼% $他说!以后每天
凌晨四五点来上班后! 就帮刘女士盯着
店!# 非得抓住这个人% $

人民路巡防队员表示!以后会加强夜
班在该处巡防的力度!同时商量在刘女士
店门外装摄像头监测%

对此!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的马涛
说!堵锁眼的人最好收手!# 此人的行为侵
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已是犯法!如果被
抓!轻者罚款!重则拘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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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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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 刘女士来到自家服
装店前!准备开门营业%

往锁眼里插钥匙时!她发现!门上的两
个锁-

A

形锁和暗锁.!锁眼均被异物堵死&

正好人民路巡防队员路过!了解了情
况后!帮刘女士找了个开锁工!用镊子等
工具!忙活了近

$%

分钟!才把锁眼里的东
西掏出来&

/ 有一次性筷子!还有牙签& 筷子还是
削过的& $刘女士拿着一段扁木棍"折断的
牙签给记者看&

/ 这不是第一次了& $刘女士称!近两
个月已经被堵四次了&

还有一次!锁眼里是被挤进胶水后塞
的牙签!粘在一起!刘女士说*/ 开锁的师
傅费了个把小时才弄好& $

当天晚上!刘女士忐忑不安!门锁后!

用透明胶布把两把锁的锁眼处粘牢才离
去&/ 被堵怕了& $

谁这么缺德+据顺河路
=(

号院的保安
乔先生回忆!当日凌晨

>

点
5%

分!他值班时
发现一男子趴在刘女士服装店的门前!侧
身朝保安室张望!他觉得可疑!便跑出去
看!但男子已沿顺河路朝东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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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店锁眼
俩月被堵了四次
律师提醒* 堵锁眼的人快收手
一旦被抓可能拘留

楼上业主 ABCDEFGHIJKLM

储藏室业主 NOPQRSTUGVW'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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