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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多处漏水
影响正常居住，楼上业

主却百般推诿不同意进行
维修，楼下业主该怎么维权？

家住 14楼的杨某夫妇就碰上了
这样的烦心事，无奈之下诉诸法律。
近日，经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楼上住
户被判进行维修直至不再漏
水，并承担打官司所花费
的公证费及鉴定费。

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广州消防救援
队伍改革发展情况暨“119”消防宣传月新闻发布会。记
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年底前，广州消防将出台《广州市消
防工作“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全面推进消
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九大任务”。

羊城晚报记者 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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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
怿韬、通讯员李建基报
道：“立冬冷空气”11 月 7
日夜间至 11 月 8 日早上
影 响 广 州 。 8 日 上 午 雨
停云散后，广州转为晴冷
天气。广州市气象台观
测显示，广州观测站能见
度在 11 月 8 日白天一度
达到 30 公里左右。在高
能见度下，不少市民午后
发现一轮弯月出现在天
空，在弯月的一旁还有一
颗星星伴随着。

广州市五羊天象馆
相关专家介绍，8 日午后
出现的“单星伴月”，为
月亮与金星会合，金星出
现在月亮的西面，呈现出
银白色的光点，比弯月更
明亮。据悉，白天能目睹
到月亮会合金星是一种
少见的天象，而且还需要
当 天 天 气 配 合 才 能 看
到。如果“立冬冷空气”
关联的雨云没有及时退
去 ，公 众 可 能 难 以 看 到

“金星伴月”。下一次白
天看到金星与月亮相会，
预计出现在明年 5 月 27
日中午。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报
道：广州市教育局日前举办广州
市体育教师游泳救生技能暨游
泳救生员国家职业资格培训
班，目的是提升广州市中小学
校体育教师的游泳救生知识、
技能及应急能力，确保学校游
泳教学、训练及各类水上活动
的安全开展。

此次培训班参训学员由各
区教育局选派，并经广州大学体
育职业培训中心游泳技能测试
择优确定，共有100名游泳骨干
教师参训学员。本期培训班利
用周末时间开展，共历时 5 天，
主要围绕游泳场所风险评估与

预防、游泳救生安全管理、救生
观察与判断、救生游泳基本技
术、赴救技术、现场急救技术等
内容展开。

本次培训将游泳救生基本
知识、技能培训与游泳救生员国
家职业资格培训内容相结合，学
员在培训结束后，参加由广东省
体育职业鉴定站组织的游泳救
生员国家职业资格考试，考试合
格将获得游泳救生员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广州市体育教师游
泳救生知识技能水平将得到整
体提升，为学校教学提供保障，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掌握游泳、救
生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
通讯员穗政数宣报道：由中国信
息协会主办的2021政府信息化
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广州“推
进数据共享共用 实现社会共治
共管”案例成功入选“2021政府
信息化创新成果与优秀案例”。

近年来，广州市陆续出台
《广州市政府信息共享管理规
定》《广州市政府信息共享管理
规定实施细则》《广州市政务信
息共享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政策
性文件，印发《广州市政府信息
共享目录》，建成覆盖全市、统筹

利用、统一接入的市政务信息共
享平台，实现数据跨层级、跨区
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
同管理和服务。

同时，通过开展专项数据共
享，推动解决政府部门间信息不
对称、信息孤岛等问题，全面支撑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治理

“一网统管”、疫情防控、优化营商
环境、“互联网+监管”等重点工
作，支撑广州“信易贷”平台、“壹
镇通”等数据应用，充分释放数据
红利，打造了共建、共享、共治的
广州特色政务信息共享模式。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实习记者周坚鑫报道：
7日，广州地铁通报了10条（段）轨道交通新线的最新
进展。截至10月底，各在建线路的施工进度如下：

二十二号线首通段（番禺广场-陈头岗）：正在
开展运营调试。

七号线西延段（广州南-美的大道）：土建工程
累计完成96%，机电工程累计完成93%。全线轨
行区已“三权”移交；全线8座车站，2座车站已“三
权”移交，其余6座进行设备安装及装修施工。益
丰停车场正进行机电施工。

十一号线（火车站-琶洲-火车站）：土建工程
累计完成66%。32座车站中，1座在进行前期准
备，2座已开通，8座已封顶，其余21座正在进行土
建施工；32个区间中，1个已建成开通，8个已贯
通，17个进行土建施工，剩余6个进行施工前准
备。赤沙车辆段和出入段线进行土建施工。

十三号线二期（朝阳-鱼珠）：土建工程累计完
成38%。23座车站中，3座已封顶，19座进行土建
施工，1座车站进行前期准备；23个区间中，3个区
间及凰岗停车场出入场线已贯通，13个进行土建
施工，其余7个进行前期准备。鱼珠停车场、凰岗
停车场及盖体进行土建施工。

三号线东延段（番禺广场-海傍）：土建工程累
计完成45%。4座车站中，2座已封顶，其余2座进
行土建施工；4个区间进行土建施工。广州新城停
车场在进行施工前准备。

五号线东延段（文冲-黄埔客运港）：土建工程
累计完成40%。全线6座车站进行土建施工；6个
区间中，4个进行土建施工，其余2个进行前期准
备；出入段线和双岗停车场进行土建施工。

七号线二期（大学城南-水西北）：土建工程累
计完成55%。11座车站中，2座已封顶，9座进行土
建施工；11个区间中，2个已贯通，8个进行土建施
工，1个进行前期准备。姬堂停车场进行土建施工。

十二号线（浔峰岗-大学城南）：土建工程累计
完成32%。25座车站中，3座已封顶，21座进行土
建施工，剩余1座进行前期准备；25个区间中，1个
区间贯通，9个进行土建施工，其余进行前期准
备。槎头车辆段、大学城南停车场进行土建施工。

十号线（西塱-石牌桥）：全线土建工程累计完
成31%。14座车站中，2座已封顶，11座进行土建
施工，剩余1座进行前期准备；14个区间中，2个进
行土建施工，其余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广钢新城
车辆段进行土建施工。

十四号线二期（嘉禾望岗-广州火车站）：土建
工程累计完成26%。8座车站中，1座主体结构封
顶，5座进行土建施工，剩余2座进行前期准备；8
个区间中，1个已贯通，4个进行土建施工，其余3
个进行前期准备。（文中车站名为工程暂用名）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
通讯员荔宣报道：8 日，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网挂出荔
湾区白鹅潭核心区 AF020243
地块出让公告，地块将于 12 月
10日10时起限时竞价。

根据出让公告，该地块挂牌
起始价44226万元，竞得地块者
还需配建 AF0202 规划单元用
地范围内的市政道路和公共绿
地，建成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给
荔湾区政府有关部门，配建后折
合楼面地价18000元/㎡。

AF020243为白鹅潭核心区

陆居路片区首个出让地块，位于
珠江前后航道的三江交汇处，坐
拥10公里长的一线优质江景资
源，与沙面岛、广州西关历史街
区隔江相望，毗邻省级文化工程

“三馆合一”项目。
记者了解到，地块所开发的

项目未来将引入从事房屋建筑、机
电安装及市政工程行业的世界级
优势企业，打造成为集总部企业办
公、高端商业于一体的超甲级写
字楼，与相邻的新隆沙片区形成
项目联动和产业集聚效应，助推
白鹅潭商务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冷空气吹出晴冷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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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百名体育教师
学游泳救生技能考救生员证

起始价超4亿

白鹅潭核心区陆居路
首个地块挂牌

广州消防“十四五”规划
年底前将正式印发

提出“九大任务”

10条在建地铁进度刷新
多个新车站已封顶

广州数据共享共用经验入选
“政府信息化创新成果与优秀案例”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通讯员廖培金报道：
记者近日从广州市民政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州
市共设立社区慈善基金 418 个，其中在市慈善会
设立的有 96 个，在各区慈善会设立的有 322 个。
418个社区慈善基金共筹集善款2924.29 万元，平
均每个社区慈善基金筹集善款约7万元。

今年1月，《广州市创建“慈善之城”2021年工
作要点》印发实施，对社区慈善基金工作进行统一
部署，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任务，进一步推动
社区慈善基金的发展。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推动
社区慈善基金的设立，扶持社区慈善基金的运作，
广州市慈善会与各区慈善会加强联动，统筹推进，
联合出台政策对社区慈善基金予以资金支持。社
区慈善基金可在市慈善会设立，也可在区慈善会
设立，启动资金及获支持的资金额度由市、区慈善
会结合各自实际确定。如在市慈善会设立社区慈
善基金，由发起人一次性捐助 3万元或以上启动
资金，市慈善会予以3万元资金支持。

记者了解到，自广州全面启动社区慈善基金
工作以来，各区结合各自实际不断创新思路，各出

“法宝”，积极链接资源，提升社区慈善基金运作成
效。到今年年底，社区慈善基金预计完成镇（街）
全覆盖的目标，目前番禺区率先实现 275 个村居
全覆盖，未来社区慈善基金将覆盖到全市每一个
镇（街）、每一条村居。

社区慈善基金
广州已有418个
今年内将实现社区慈善

基金镇（街）全覆盖

近期广州气温骤降。会上，
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
马从波表示，冬季气候干燥，临
近年底，各类工厂企业赶工，全
市用火、用电、用气将增多，厂房
仓库、民房住宅火灾事故极易频
发多发。据统计，近五年冬季期
间，广州市共发生火灾6018起，
死亡27人，受伤20人。

“以上火灾主要有以下三个
特点：一是居住类场所火灾数量
最多；二是‘小火亡人’占比高；

三是电气线路短路起因的火灾
多。”马从波呼吁广大市民，冬防
期间要加强火灾安全防范，发动
身边家人、同事、朋友共同开展

“三查三清四关”（即：查电器、
查通道、查火源；清走道、清阳
台、清厨房；关门窗、关电源、关
火源、关气源），严禁电动自行车
入楼入户充电。物业小区要加
强区域内的火灾隐患巡查整改，
及时清理堆放的杂物，确保安全
通道畅通。

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政委
李永生介绍，《规划》以全面推进
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为主线，提出了“九大任
务”，即健全消防安全责任体系、
强化消防安全隐患治理、完善公
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层
消防安全管理、强化消防法制监
督执法效能、锻造新时期消防救
援队伍、提升应对处置各类灾害
事故能力、加强消防装备和战勤
保障建设、建立全民参与的消防
文化体系。同时，《规划》对消防
站建设、火灾调查实验室建设、
综合消防训练与战勤保障基地
（学校）建设、消防力量建设、消
防装备建设、“智慧消防”建设、
消防安全文化体系建设等七项
重大工程也进行了详细部署，为
进一步提升广州市消防安全治
理能力提供了坚实保障。

此外，李永生介绍，广州还

将出台《广州市关于推动新时代
消防救援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我们将根据市领导的批示
要求，围绕构建‘五个体系’，即
消防治理体系、队伍建设体系、
消防力量体系、灭火救援体系、
综合保障体系，从强化消防综合
治理、建强立体化救援力量、加
大消防支持保障力度、推动消防
救援队伍素能整体提升等方面，
提出符合广州实际的改革和发
展措施，争取解决一批长期以来
制约广州消防救援工作和队伍
建设的瓶颈性、机制性的难题。”

2018年11月9日，习近平总
书记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授旗并致训词。李永生介绍，
三年来，广州市消防救援队伍坚
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
职责，确保广州连续21年未发生
重大以上亡人火灾事故。

广州连续21年未发生重大以上亡人火灾事故aa

近五年冬季广州共发生火灾6000余起bb

城案 楼下住户天花板墙面漏水
楼上住户被判要担责修复

11 月 8 日午后，广州上空出现“金星伴月” 通讯员 李建基 摄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郑育婷 俞颖

居住的房屋出现漏水情
况，应该怎么维权？如何把
损失降到最低？对此，经办
法官提供以下维权锦囊：

首先，应当保护现场，并进
行证据固定，通过拍照、录音录
像、公证等方式收集证据。

其次，可以通过小区的物

业公司、居委会或者街道，与
楼上的邻居进行协商、调解。

最后，若协商不成，建议
积极维权，可以通过与楼上
邻居达成仲裁协议后选择仲
裁机构进行仲裁，或直接向
法院提起诉讼，切实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杨某夫妇与曾某夫妇均居住在广州
一个小区同栋楼房内。杨某夫妇为1402
房业主，曾某夫妇为1502房业主。

从 2018 年 8月起，1402 房的主卧卫
生间及次卧卫生间的天花板、墙面等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漏水问题。物业公司查
看后，多次协调杨某夫妇及曾某夫妇解
决漏水问题。但由于曾某夫妇不愿配合
维修，1402房的漏水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2019年4月，为保全证据，杨某夫妇对
1402房的漏水状况进行公证。2019年 5
月，杨某夫妇向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主张1502房业主做好防水堵漏措施直至
不再漏水，并对1402房因漏水而损坏的位
置进行修复，承担1402房的公证费用。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杨某夫妇申请
对1402房卫生间天花板及墙面的漏水原
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专业鉴定机
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1）1502 房
次卧卫生间排污管与沉箱连接处不严
密，致1502房污水渗流至1402房次卧卫
生间顶板。（2）1502 房主卧卫生间的公
共落水管井漏水，致水渗流至1402房主
卧卫生间顶板，如需排除1502房主卧卫
生间沉箱内防水层的问题，需打开 1502
房主卧卫生间的防水层进行进一步鉴
定，但被1502房业主拒绝。

题
问 14楼天花板墙面漏水

决
判 楼上要承担修复责任

权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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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房屋出现漏水 走好三步维权

2021年全球市长论坛系列活动开幕

中外嘉宾聚焦“广州时刻”
京时间 11 月 8 日 20 时，世
界大都市协会第十三届世界

大会开幕会议和董事年会在广州
举行，这也标志着2021年全球市
长论坛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020年，广州当选为世界大
都市协会主席城市，此次广州承
办协会世界大会，为中国城市首
次承办。

当天开幕会议由世界大都市
协会秘书长奥塔维·德拉瓦尔加
主持，广州市市长、世界大都市协
会主席温国辉，国际教育城市协
会秘书长马琳娜·卡纳斯致辞，世
界大都市协会 83个会员城市代
表参加会议。

羊城晚报记者 谭 铮 李焕坤
通讯员 穗府信 穗外事

北

C

根据鉴定结论第（2）条，
需打开防水层进行鉴定。但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曾某夫妇
作为 1502 房业主，明确表示
拒绝打开沉箱对漏水原因做
进一步鉴定，导致无法进一步
查清1502房主卧卫生间漏水
与1402房主卧卫生间受损的
因果关系。对此，应由 1502
房业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即认定1402房主卧卫生间的
漏水是由1502房主卧卫生间
漏水所造成的。

综上，法院可以认定1402
房主卧卫生间、次卧卫生间顶
板受损系因1502房主卧卫生
间、次卧卫生间漏水所致。

法院指出，根据民法典中
对建筑物的专有部分所有权
的规定可知，业主对于其享有
所有权的房屋，应当进行管
理，此种管理既是法定权利，
也是法定义务。本案中，曾某
夫妇对其享有所有权的 1502
房负有法定管理义务，应保证
不侵害相邻各方的合法权
利 。 因 此 ，曾 某 夫 妇 作 为
1502 房的所有权人，应对导
致1402房的渗漏水问题承担

维修管理义务并赔偿因渗漏
水给1402房造成的损失。

在审理过程中，曾某夫妇
提出，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的
防渗漏工程的保修期仅为 5
年，故无法保证 1502 房永远
不漏水。对此，法院认为，房
屋防渗漏工程的保修期有期
限，但业主对其房屋的法定管
理义务没有期限。只要曾某
夫妇是 1502 房的所有权人，
其始终对1502房负有法定管
理义务。因此，曾某夫妇依法
应当对现在1502房出现的渗
漏水问题承担维修管理义务，
其不能以防渗漏工程的保修
期有期限为由而主张不履行
维修义务。

广州市越秀区法院经审
理后判决：曾某夫妇对 1502
房的主卧及次卧卫生间进行
维修直至不再漏水；对 1402
房主卧及次卧卫生间的顶板因
渗漏造成的损坏予以修复；承
担1402房业主在本案中所花
费的公证费及鉴定费。曾某夫
妇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为特殊的一届会议

奥塔维·德拉瓦尔加在开幕会议中提
到，“这是世界大都市协会成立 36年来，
最为特殊的一届会议，是大会历史上第一
次以线上、线下融合形式举办活动。”

温国辉在致辞中表示，世界大都市协
会是全球大型城市经验交流与资源共享
的重要平台。广州于2020年当选为协会
主席城市以来，积极推动协会与多个国际
伙伴携手合作，努力推动协会成为实现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引领力量。
广州将认真履行主席城市职责，同会员城
市一道，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促
进经济加快复苏，推动数字经济合作，深
化绿色发展合作。期待各方用好协会特
别是本届世界大会平台，奉献智慧，凝聚
共识，起而行之，强化合作，共同推进城市
治理现代化，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界大都市协会（Metropolis）是随
着国际城市多边交往兴起而发展起来的
面向全球大型城市的国际性组织，目前共

有143个会员城市，均是人口超过100万
的大型城市。协会致力于解决城市问题
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全世界的
大型城市搭建经验交流与资源共享的国
际平台。该协会世界大会每 3 年举办一
届，是该协会层次最高、意义最重大的国
际会议。

这场原本应该一年前就举行的会议，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延期至今。尽管在第
十三届世界大会召开之际，疫情仍未结
束。奥塔维表示，世界各地区都正面临着
社会、经济和环境危机，“此次大会也是我
们延续去年5月发起‘重新思考大都市空
间’倡议的成果，希望动员我们的协会成
员和有关各方共同思考如何在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下，提高大都市的治理水平，改
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他表示，这也是本届
大会提出“转型中的都市——重新思考共
同的未来”的含义所在。

广州交出年度答卷

2020年，广州参选世界大都市协会主

席城市，并成功当选，是中国城市首次出
任该协会主席职位。

记者了解到，过去一年中，在主席团、
董事会和秘书处的支持下，广州积极履行
协会主席城市职责，推动协会与多个国际
合作伙伴一道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分
发挥全球市长论坛、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
等平台作用，以引领全球城市治理创新为
己任，在扩大协会影响力、增强协会凝聚
力、提升协会发展力中发挥作用。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
大都市协会第一时间建立“全球健康城市
在线合作平台”，目前已收集全球29个国
家和地区102个城市的675个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成功案例，为全球地方政府和城
市分享防疫经验、促进经济复苏提供了有
益借鉴；成功打造了“城市可持续发展交
流平台（USE）”，汇集 300 多个城市治理
创新案例，推动地方层面落实可持续发展
目标与新城市议程；第五届广州国际城市
创新奖收集到全球 60个国家 175个城市
273个项目，展现全球城市在疫情中坚持
交流与合作的决心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