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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花园

左岸花园的监控终于装好
才用了一周 就立功了
小区黑板报
■伊萨卡小区·有点火大

外面风一吹
防盗铃声响一夜
前天 15:
20，王女士来电：我们住在
下沙伊萨卡小区四楼，楼道门口停满电
瓶车，
每次只要风一吹，电瓶车防盗的报
警铃就会响，有时候甚至会响一夜，家里
老人小孩都睡不好。我一开始以为是同
一辆车的防盗系统有问题，打算写个纸
条在上面提醒主人。没想到下楼观察之
后，发现好多辆都是这样，这辆响好那辆
响。我们跟物业反映过，他们一开始会帮
忙把车子推到地下室去，但是后来也管
不过来了。快报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左岸花园新装的监控探头

记者 陈荣辉 摄

前天晚上 8:
09，网友“雾风”在左岸花园小区论坛发帖：刚才路过 幕，
每个小屏幕对应一个监控。
门口取快递，发现监控已经开始用了！画面很清晰，
夜视效果不错！
小屏幕闪闪点点，有的有图像，有的显示“无视频信号”，负责安装
监控的刘师傅正在调试。
刘师傅说，左岸花园这次共装了 &.- 个探头，覆盖小区所有区域，
记者殷军领核实报道：
左岸花园小区装监控的事，吵吵嚷嚷搞了快
一年了，一切都缘于去年的一次失窃。
其中路面装了 &(, 个，
&& 月 &( 日就能用了，电梯里装了 0, 个，还在调
试。
“线路要从 & 楼排到 &! 楼，
然后再从 &! 楼排到 & 楼，
有点麻烦，至
少需要十来天才能完成。”
160个监控 小区全覆盖
去年 && 月 () 日，小区 &* 幢、+* 幢和 ,- 幢，一夜之间 + 户业主家
里进贼，损失最严重的一户，
. 万多元现金和 ( 只手镯被偷。警察在勘
查现场时发现，失窃三幢楼门口的监控都不能用，后来进一步调查发
只有 /( 个能正常使用。
现，小区里 .+ 个监控探头，
当时物业负责人说，小区要达到监控全覆盖，要装 &-- 多个探头，
费用毛估估要六七十万。这笔钱要从小区经营性收入里出，
不够再动用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去年 &( 月 &! 日，左岸花园业委会贴出告示，公开招标小区消控、
监控、门禁、道闸系统，
征求全体业主意见。今年 , 月 (- 日，招标程序启
动，
按计划，监控探头 &- 月底安装完毕，&& 月中旬启用。
昨天到左岸花园探访，
小区大门进去，两侧各有两个监控探头。里
面转了一圈，主要路口、单元门门口都能看到监控，最密集的地方，
(米的距离装了 , 个。
这些探头能用了吗？业主杜先生说，
晚上他带孙子出来玩的时候，
留意到探头里面在“冒红泡泡”，
“应该算能用了吧？”
监控室在大门口，
进门是监控系统主机，旁边有 &( 块电子显示屏，
其中 &- 块分显示屏，( 块主显示屏，每块分显示屏又分为 &. 个小屏

投入使用一星期
监控系统就立功
监控好不好用，
我们请保安小孙试验了下。随便点开一个小屏幕，
图像马上就会出现在主显示屏上，画面清晰，车牌号能很容易辨认出
来。
“才用了一周，监控就立功了。”
小孙跟我们说了前天他遇到的一件
事：
有位业主说，
车尾保险杠在小区被撞弯了，
让物业查，还说查不出来
就不缴物业费。小孙调出监控，
发现当晚停在这个业主后面的车没有动
过。
“这是一辆白色车子，
保险杠上的漆是红色的，
最后找到了这辆肇事
的红车子。”
小孙说，
要是没监控，
这种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车子有个擦擦碰
碰，
业主骂我们，
最后物业费就很难收上来。”
装了监控系统，受益最大的是业主。一直在监控室看调试的业主
钱大伯开玩笑说，飞进来一只苍蝇都能追踪到，这下小偷肯定不敢进
来了。
小区物业徐主任说，本月底，
小区电围栏和电子门禁也将启用。

■白金海岸

白金海岸最近有点乱

物业费收缴率只有一半
业主挂横幅抵制酬金制
而今年，物业费收缴率瞬间降到 ,21，
11月 18日，孙女士打进 12345热线：滨江区白金海岸业委会要
“ 小区没有改善，业主不肯
将物业包干制改为酬金制，
有业主反对。
缴费。”
物业卞主任很无奈，
拿监控来说，
坏了一半，
物
/2* 个监控探头，
业向业委会打了三次维修报告，
都没批。
记者金洁洁核实报道：昨天下午，白金海岸北区门口，在一片秋色
业委会打算搞酬金制，
这一举动又把业委会推上风口浪尖。昨天，
中，
树和树之间挂了一条红色横幅：避免小区混乱，抵制酬金制。保安亭 业委会主任的电话一直关机，联系上业委会杨副主任，他说，之所以要
里，
贴着一张通知：反对酬金制、
罢免业委会联名签字点，
每天 &!：0- 至 搞酬金制，很简单，就像以前是钱给保姆，交给保姆安排，
现在是只给保
姆发工资，像他们小区 / 块 ) 的物业费，剩下来的钱可以搞维修，省得
(-：--。
业主孙女士说，最近小区实在有点闹，有意见就正常反映，挂什么 动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横幅，
关于实行酬金制，有人赞同，有人反对，
快报去年曾报道过，杭州实
0 天前挂的横幅还是黑的，后来业主有意见了，他们换了红色的，
一到晚上摆摊签字，本来很文明的一个小区，现在搞得乌烟瘴气。
行酬金制的两个小区是华庭云顶和国信嘉园，小区物业费、停车费、所
再看小区宣传栏里，物业密密麻麻贴了 ,- 多张关于公共设施维修 有经营性收入，都归业委会管，物业员工的工资都由业委会付，业委会
的报告，其中一份情况说明中写道：自今年 ( 月业委会换届后，物业向 再付给物业公司一定的酬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需要一支强有力的业
业委会请示了 +& 份维修报告，只有 0 个回复，其余均无回应。
委会管理团队。
也就是说，除了消防设施在改造，其他如监控、门禁、
渗水沉降等问
也有其他业主发表了看法。一位带小孩的大姐说，
原来小区很安全
题，
均没有得到改造。
的，
现在群租户多，开网店的多，
车辆道闸也坏了，地下车库什么车都可
物业卞主任说，实在忍无可忍，才把公告贴出来的，不想再背这个 以进去，
搞卫生的人也比以前年纪大了……新的业委会刚上来，还没坐
黑锅了。
稳，
人家就来闹罢免，总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吧。至于酬金制，
白金海岸 (--. 年交付，&,+- 户，去年 & 月，现物业进驻小区，物 她认为想法是好的，
管得好，
钞票多，
管得不好，
钞票少。
业答应投入 (- 万资金改造小区，后续需要使用小区公共收益或物业
业主李先生说，小区已换掉前期物业，业委会一直跟物业在斗，该
专项维修资金来改善小区，一开始业主蛮期待的，去年物业费的收缴 批的不批，管理好小区是需要业委会和物业合作的，这样折腾来折腾
率达 )(1。
去，
受伤害的是全体业主。

记者陈健核实报道：跟快报打电话
这会儿，听筒里一直传来刺耳的电瓶车
报警铃声。
“喏喏喏，风又吹起来了，
现在
我们楼下停着 ! 辆电瓶车，就是这个声
音啊！”王女士叫苦不迭，有没有好办法
让报警器不响？
伊萨卡小区物业说，小区里住了许
多租房的小青年，出门都靠电瓶车。原本
居民楼下不允许停车的，但太多人停了，
物业也管不住。地下车库可以停，可大家
又担心车子被偷。
防盗铃扰民，全楼业主意见都很
大。我们建议王女士联系楼里邻居们，
开个茶话会，多多沟通，电瓶车主们也
会理解。
“可是我们小区的业委会正在筹备。
遇到事情，业主们总是很难统一意见。”
王女士蛮期待，
“ 前几天刚去投票了，希
望业委会早点成立起来，看能不能让电
瓶车防盗铃不扰民。”

■篁外小区·慌兮兮

业主把一楼地板打通
会不会影响房子安全
昨天，一先生打进 12345热线：我
是转塘篁（音 "#!$%）外小区的业主，开
发商卖房子时候，把 &'、
&! 号楼的地下
负一楼（夹层）卖给 & 楼的业主使用。
一楼业主入住后，直接把一楼的地
板砸开，打通了一层和负一层。我们楼上
居民刚刚发现这个严重问题！很担心会
破坏整幢楼的结构，影响楼体安全。我们
希望开发商能恢复负一层的公共属性，
修复开凿的楼板并加固。
记者陈健核实报道：负一层（夹层）
高约 ( 米，下方是地下车库，上方是一层
住宅。从这位先生提供的装修照片看，一
楼的水泥地板被凿出一个 ( 平方米见方
的出口，装上楼梯，连通了负一层与一
层，改造成了小复式结构。
楼下地板被凿出洞，楼上住户当然
很担心。
“不过现在篁外小区的入住率比
较低，
我们业主的呼声，没有得到重视。”
这位先生说。
负一层到底算不算公共面积？能不
能买卖？是否可以随意打通？篁外小区的
销售经理回复说，当中情况他也不太清
楚，需要向开发商反映。
目前，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已将此事
转交给之江旅游度假区建设局调查。

小区呼叫岳海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