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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擅自砍伐十余棵树 居民很心痛
当地住建部门回应，未取得合法手续擅自砍树可进行处罚

云 求 助

生活遇到烦心事
扫码求助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贾娇

华西都市报讯（曾永强 记
者 曹笑）10月26日，记者获悉：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泸州龙马
潭区纪委监委机关以固定党日
为契机，制定详实的主题党日
活动计划，开展丰富多彩的主
题党日活动。通过组织党史知
识竞赛、读书分享会、现场参观
等方式，督促党员干部由被动
到主动，加强对“四史”的学习。

党史知识竞赛。组建了街
镇纪（工）委队、派驻纪检监察
组队等四支参赛队，每队由3名
选手组成，经过必达题、抢答
题、风险题三个环节，角逐出
一、二、三等奖，现场也为观众
设置了互动答题环节。

读书分享活动。龙马潭区
纪委监委制定“学颂展表”读书
分享计划，每季度开展一次大

型读书分享会，党小组每月召
开一次读书交流会。截至目
前，已举办三场大型读书分享
会，约400人次参加活动。

参观学习。今年，龙马潭
区纪委监委党支部分别组织党
员到护国战争纪念馆、况场朱
德纪念馆、泸州百年党史展馆
等场所参观学习，还鼓励党员
个人自行前往古蔺四渡赤水纪

念馆、泸顺起义纪念馆、石厢子
会议纪念园等革命教育基地参
观学习近100人次。

此外，区纪委监委机关支
部还组织党员干部观看红色电
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为党
员举办集体政治生日仪式，邀
请党员代表分享入党初心和动
机，为党员发放政治生日贺卡，
提醒警示党员恪守初心使命，

把“四史”学习实效转化为工作
动力。

“精心策划读书沙龙、心得
分享会、演讲比赛是我们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这
些活动不仅覆盖本系统本单位
党员，我们还联合相关区级部
门共同开展、共同提高。”区纪
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詹
莺歌说。

10 月 22 日，家住内江市东
兴区西雅图·金山城小区的蒋
女士向封面新闻云求助平台反
映，小区物业未经相关部门审
批，以树木遮挡住户采光且有
粉尘危害为由，擅自砍伐了 10
余棵树。

在心痛陪伴了10多年的树
被砍之余，该小区多位业主提出
质疑，称物业公司砍树是为了扩
大部分业主的违建面积。

小区树木，物业可以随意
砍伐吗？当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事件回放
十余棵树被砍伐

最大的直径约0.5米

蒋女士家住 18 楼，10 月
21 日上午 9 时许下楼买菜时，
发现树已被砍倒，工人正在搬

运被砍伐的树干。她当即致电
物业，物业回复称，有几户业主
觉得树木遮挡阳光且有毒，影
响了正常生活，希望物业进行
处理。

当天中午，蒋女士拨打了
市长热线。下午，警察来到小
区进行了勘查，并联系了物业
和社区，物业表示将及时处理。

蒋女士告诉记者，当初选
择这个小区，就是看中小区绿
化，这些树木很珍贵，有的已长
到十几米高，物业在未通知的
情况下砍伐树木，令人心痛。

“大概砍伐了15棵树，最大
的直径在 0.5 米左右，其中有 4
棵树在 A6 栋违建范围内。”蒋
女士说。

记者在该小区A6栋看到，
一楼住户门前有一个围栏，围
栏内的 4 棵树木被砍伐，只剩
30-80 厘米高的树桩，被砍伐
的树木成段堆放在小区一侧。

该户业主谢先生表示，围栏
是他在2009年搭建的，当时没
人管，所以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10 多年来，树木越长越
大，也没有人进行修剪。5年前
我就开始向物业反映，但一直
没得到回复。”谢先生说，小区
曾有树木被风刮倒，存在安全
隐患，并且有些树还长了虫，产
生的粉尘也有毒害。

谢先生说，树是物业公司找
工人来砍伐的，以为物业公司取
得了相关资质，所以没有制止。
树木被砍伐后，他还自费2000

元买了4棵榕树苗重新栽上。

物业回应
向业委会口头汇报过
但没有履行手续

砍伐树木是否取得了合法
手续呢？记者联系上了内江德
彬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西雅图·
金山城项目经理李培。他表
示，施工队进场前，公司向小区
业委会进行了口头汇报，没有
履行合法手续，但公司只授权
施工队对A6栋的4棵树进行修
剪，并未允许其砍伐。

对于A6栋4棵树的修剪原
因，李培说：“有几户业主向我
反映树木存在遮挡采光等问

题，我未考虑周全，便擅自联系
了工人来修剪。”

李培称，此次共砍伐了 11
棵树，除A6栋的4棵树外，其余
的是因为受到白蚁侵害。

李培表示，此次事件是他
工作失职，会写书面检讨，也会
将处理结果第一时间反馈给业
主，及时回应业主关切。公司
还承诺会购买同样品种、大小
的树木进行补栽。

据西雅图·金山城小区业
主委员会主任邓星明介绍，根
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如果物
业要对树木进行砍伐，必须进
行报备，且经过三分之二的业
主同意、相关部门确认后才能
砍伐。“业委会在上月中旬收到
了物业的口头反馈，但这些程

序都没有履行。”他说。

城建科表态
无合法手续

擅自砍伐可进行处罚

物业是否可以擅自对小区
树木进行砍伐？随后，记者致电
内江市东兴区住建局城建科。
一位高姓工作人员表示，不能
砍只能进行修剪或者移栽，无
合法手续擅自砍伐违反了《内
江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可以
进行处罚。

四川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杰表示，根据《民法典》相应
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
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
同管理的权利；业主可以自行
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也
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
他管理人管理；若业主委托他
人进行物业管理（包括前期物
业管理），物业服务人员应当按
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
善维护、养护、清洁、绿化和经
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内的业主共
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内的
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
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全体
业主负责。

在张杰看来，物业服务人
员在对小区内的植物进行修
枝、剪枝、移栽或补栽时需有利
于小区的环境和绿化，而不能
任意破坏和砍伐。

泸州龙马潭纪委“四史”教育一月一主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原本是为了方便行人和机
动车通行的便道，如今却成为
了一条“断头路”，让附近的居
民直呼“不方便”。

10 月 20 日，家住成都市成
华区沙河路苑小区的田先生向
封面新闻云求助平台反映，小
区外的一条路下雨积水严重、
没有路灯，给居民生活带来不
便。

田先生说，他曾通过多个
渠道向社区、街道办反映，希望
能修缮以及给这条路安装路
灯，但得到的答复是，这条道路
为成都市铁路住房指挥部修建
的临时便道，道路未移交属地
街道。

居民反映
道路积水无人管

沙河路苑小区，位于成都
市升仙湖北路 68 号，小区毗邻
沙河，而田先生所说的这条路，
位于该小区外围。他说，由于
没有雨水管网，每逢下雨时，这
条路就会严重积水，行人和机
动车通行十分困难。

田先生说，几个月前，他就
在网上向相关部门反映这条路
存在的隐患以及现状，但没有
得到妥善解决。

随后，田先生给记者发来
了几张留言截图。这份留言得
到了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的回复。该公司回复称，
田先生所反映的这条道路土

地，不属于该公司的土地。
田先生说，因为路权归属

问题，这条路长期处于无人管
的局面。

记者走访
不仅占道停车还有人种菜

10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
沙河路苑小区进行了实地走
访。小区外围的这条路呈L形
状，长度约为200米，两边是商
铺，道路尽头通往成都铁路局
机务段和工务段车间厂房。原
本双向通行的车道，因为两旁
停满了私家车，使道路看起来
十分狭窄。

小区居民说，这条路不仅
占道停车现象严重，还有人在

道路两边圈地种菜，虽然小区
物业和社区多次劝阻和提醒，
但这种现象屡禁不止。

一位居民称，晚上对面小
区围墙上的几盏灯会点亮，两
边商铺的灯光也可以发挥照明
用途。

社区回应
将协调相关部门解决

记者注意到，针对田先生

反映的问题，成都市成华区委
办公室曾在网上作出答复：该
路段为成都市铁路住房指挥部
在修建沙河路苑小区时修建的
临时便道，并未移交属地双水
碾街道，建议田先生继续向成
都铁路局反映。

之后，田先生也得到相关
部门答复，这条路因为路权还
未下放属地，铺设雨水管网以
及安装路灯等诉求都没法进行
解决。

10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
该小区所在的升仙湖社区。该
社区一名负责人说，几年前，社
区确实接到过这条路没路灯的
反映，2020 年，社区曾动员两
边商铺以及企业安装照明灯
等。

该负责人说，此路段占道
停车以及缺乏维护等问题，他
们也曾上报相关部门，但由于
路权还未下放，社区能做的很
有限。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关
注这件事，协调相关部门进行
解决。

砍伐的树木堆放在小区内。

下雨积水严重照明靠两旁商铺

便民路为何成为没人管的“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