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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蔚晓贤 见习记者 马小杰

窗户深夜掉落砸坏车辆

1月12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来到孙女士位于宏富颐景园
小区7号楼2单元的家中，在客厅大窗
户中央，贴着一个纸箱壳，原先的玻
璃窗不见踪影。

说起几天前的事，孙女士仍心有
余悸。她告诉记者，这间房子是她二
姑和奶奶居住。1月7日正值寒流过
境，潍坊市区迎来大风降温，当天凌
晨5点左右，两位老人起床从卧室出
来，一进客厅突然感到一阵寒风，仔
细一看，客厅的一扇窗户不翼而飞。
客厅大窗户原先是三扇塑钢推拉窗，
中间的一扇没了。两位老人从窗户口
探身一看，自家的窗户坠到了一楼楼
底。老人赶紧下楼查看，发现玻璃已
经碎了一地，窗户框也四分五裂，更
糟糕的是掉落的窗户还砸坏了两辆
白色轿车。

天亮后，两位老人才听邻居反
映，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听见一声巨
响，大家估计窗户就是那个时候掉下
去的。孙女士接到奶奶的电话后赶紧
赶来查看，面对一片狼藉的现场，孙
女士也不知所措，“幸亏没砸到人。”
孙女士自我安慰。

对于掉窗户的问题，小区居民早
已见怪不怪。就在一个多月前，1号楼
朱先生家的窗户也掉了下来。

朱先生先前把房子租了出去，
2020年12月5日晚11点半，他突然接
到租户电话说家里的窗户掉到楼下
了。朱先生赶来一看倒吸一口凉气，
自家的一扇窗户从三楼掉下来不偏
不倚砸到了一辆奥迪A6轿车。朱先
生说，窗户把车的挡风玻璃、后视镜、
前盖都砸坏了，定损20000多元，最后
实际赔了1万多，又花几百元自行换
了一扇窗户。

六成业主反映窗户有问题

同样是该小区8号楼2单元的史
女士家中曾掉落过两次窗户，第一次
发生在2016年11月。当天下午两点
多，史女士正在南向卧室哄刚出生的
宝宝睡觉，突然，阳台上的窗户掉了
下来，朝里砸到了晾衣架上。宝宝吓
得哇哇大哭，史女士起来一看，一扇
窗户把晾衣架都砸变形了，玻璃碎了
一地，后来史女士找人把窗户重新安
了上去。2018年春节前，史女士找妹
妹来家里帮忙大扫除，妹妹到南边卧
室擦玻璃，可是就在拉开窗户的一刹
那，整个窗户掉了下去，妹妹还差点
从窗户闪出去。听到妹妹的呼喊声，
史女士赶紧跑过来一看，窗户掉到了
外边的空调外机上，两人合力将窗户
拽了上来，手都划破了。

家住7号楼2单元的孙女士说，这
栋房子是她2018年购买的，当她向物

业反映问题时才发现，类似的问题已
经发生过多起。宏富颐景园小区2012
年建成，从2013年交房入住开始就出
现窗户坠落的情况。小区物业经理秦
迎华告诉记者，据统计，8年间总共掉
了21扇。

秦迎华说，他们并不是原有物
业，是2016年才入驻的该小区。秦迎
华还清楚地记得2018年的一天，他在
小区里巡查，当他刚从7号楼3单元楼
底经过时，身后一身巨响把他吓了一
跳，转身一看，一扇窗户在他身后20
米左右的地方摔得粉碎。他抬头一
看，是五楼的一扇窗户掉下来了，虽
然躲过一劫，但秦迎华仍一身冷汗。

秦迎华说，2020年12月5日发生
坠窗砸奥迪事件后，物业在群里发起
了“窗户问题反映接龙”，短短几分钟
就有178户居民参与接龙，除了反映
掉窗户的，有的反映窗户摇摇欲坠，
有的反映窗户关不严实，有的反映推
拉不动。记者了解到，宏富颐景园小
区总共7栋楼292户，窗户存在问题的
占到60%以上。

开发商称已出两年保修期

宏富颐景园小区的窗户到底怎
么了？为什么老往下掉呢？物业经理
秦迎华直言窗户本身就有质量问题。

在史女士家中，秦迎华指着窗户
说，现在很多业主家的窗户都存在同
样的问题：一是窗框架严重变形，二
是窗框架的尺寸明显做小了。秦迎华
介绍，推拉窗户主要靠窗框挡着可以
滑动的窗体，窗框一旦发生变形，或
者窗框原本就设计较窄，就很容易出
现窗体滑出窗框的问题。秦迎华说，
现在居民家中的窗框基本都出现了
变形，窗框中边部位下陷，尤其是在
冬季，塑钢遇冷收缩，窗体更易脱落，
此时如果风稍微大一些，窗户可能就
会掉下来。

记者在多户居民家中看到，秦迎
华说的问题普遍存在，有的住户家中
窗户用手轻轻一推就晃荡，有的窗户
刚拉开一半就掉下来了。“我们基本
上都常年不敢开窗户，窗户直接钉死
了。”一位居民无奈地说。而记者在小
区楼下观察发现，一些居民家中都安
装了防盗窗，物业经理秦迎华告诉记
者，按照原先的规定，防盗窗得安装
在窗户里边，可是现在要求大家安装
在窗户外边，这样的话即便窗户掉了
也能拦着，避免坠到楼下。“别人安防
盗窗是为了防盗，我们小区是为了防
窗户坠落。”秦迎华苦笑着说。

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难道就没
有人管吗？秦迎华说，理论上讲，窗户
出现如此严重的质量问题，开发商应
该对此负责，可这几年他们持续向开
发商反映，开发商都以出了质保期为
由拒绝负责。

小区所在的寒亭区开元街道通
亭街社区居委会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宏富颐景园小区是由山东宏富
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这些年来

他们也一直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但
都没有结果，他们与开发商联系，也
毫无进展。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她与
山东宏富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的聊
天记录，每次发生窗户坠落事故后，
这名工作人员都会给该负责人发现
场的照片或视频，但对方从不回复信
息。

12日上午，记者拨打该负责人的
电话。他告诉记者，窗户问题已经出
了两年的保修期，他们不再负责维
修，现在出现的问题只能由业主自己
承担。

维修基金不能用于修窗户

开发商甩手掌柜的态度让业主
们难以接受。“每天从楼下走过，就像
在冒险一样。”也有居民提出自己的
疑问，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当时是
如何通过验收的呢？面对如此不负责
任的开发商，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
吗？万一砸到人，这个责任又该由谁
承担呢？

砸了奥迪车的朱先生对记者说，
因为一扇窗户他搭进去一万多元，这
个损失完全由自己承担实在是太憋
屈。记者了解到，业主们每遇到窗户
方面的问题首先会向物业公司反映，
但物业也束手无策。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孙宗凯告诉记者，他们打过市长热
线，也向寒亭区住建局反映过，但都
没能解决问题。孙宗凯说，他们原想
动用维修基金对窗户进行整体维修，
但是根据相关规定，维修基金只能用
于建筑物的外部维修，窗户属于房屋
内部，因此维修基金的路子走不通。
而且在申请维修基金的过程中，他们
还惊愕地发现，开发商只给7栋楼中
的3栋缴纳了维修基金，也就是说，业
主当时买房时将维修基金足额交给
了开发商，但开发商只上交了一部
分，如果小区楼房外部需要维修的
话，也是没法使用维修基金的。

13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寒亭区住
建局质监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
职能划分，房屋在保修期内出现的问
题属于住建部门处理，出了保修期的
应该由街道、社区出面处理。关于宏富
颐景园小区的问题，住建局一直会同
街道、社区等部门积极协调处理，他们
调取了当年小区建成后的验收材料，
材料显示该小区的验收全部合格。鉴
于小区已经建成8年，工作人员建议业
主可以找专业鉴定机构对窗户的质
量问题进行鉴定，如果确实存在问题，
即便出了保修期，业主也可以对开发
商的责任进行追溯。但据工作人员了
解，开发商在完成宏富颐景园小区项
目后就不在寒亭辖区内了。

对于如此棘手的问题，小区所在
的寒亭区开元街道通亭街社区居委
会也一筹莫展。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继续与相关
部门积极协调处理，如果业主有走司
法程序的想法，社区会免费提供法律
援助。

8年掉落21扇，这窗户咋了
小区业主担心会砸到人，开发商以出保修期为由拒担责

住在一栋窗户随时有可能掉
落的房子里，会是怎样一种体验？
家住潍坊寒亭区宏富颐景园小区
的居民已经这样过了 8年。8年
来，该小区累计掉下21扇窗户，这
些窗户有的是半夜自行坠落，有
的是擦玻璃时突然掉落，掉落的
窗户已砸坏三辆车。小区居民告
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如此
明显的质量问题，多年来一直无
法得到解决，不少业主无奈发问：
砸坏东西可以赔偿，万一砸到人，
谁能承担得起呢？

本报济南1月15日讯（大众报业记
者 朱頔） 1月15日，国家新闻出版
署发布《关于公布2020年中国报业深
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的通知》，公布了
60个全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优秀
案例，由山东省委宣传部选送、大众报
业集团申报的“齐鲁智慧媒体云”成功
入选，也是山东唯一入选项目。

《通知》指出，为加快推进报业深度
融合发展，切实发挥创新案例示范引领
作用，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开展了2020
年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征集
工作，271家报纸出版单位申报案例367
个。经评审，共评选出60个优秀案例。

此次公布的优秀案例致力推动报
业深度融合发展，以内容建设为根本、
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在
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网络内容建设、
专业信息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及生活
服务、前沿技术应用、创新管理等6个
方面作出积极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扎
实有效的经验。

作为入选的60个优秀案例之一，
“齐鲁智慧媒体云”包含了“中央厨房”
“5G短视频智能生产平台”“端媒统一
生产管理平台”“大数据开发应用”等
融媒传播支撑项目，是大众报业集团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重要技术支撑，

形成了“内容+后台+终端”新型传播体系。作为“齐鲁智
慧媒体云”核心模块，“中央厨房”实现了在移动端完成策
划、采写、投稿、审稿、编辑等采编全流程工作。“5G短视
频智能生产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和改造短视频
生产模式，具备快速制作、拼积木式生产、海量生产等特
点，拥有虚拟主播、语音识别、一键转视频等18项主要功
能，操作简洁实用。“端媒统一生产管理平台”打通集团各
端媒生产平台实现稿件内容的统一管理，充分运用“5G+
大智移云物区”等互联网技术，实现了新闻产品的智能生
产、智能审核、精准分发、传播分析、版权追踪等功能。

8年掉下21扇窗户，幸运的是，都没砸到
人，可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伤人的危险。检索媒
体报道，近年来发生过很多起高楼窗户掉下
来致使人员伤亡的事件。2016年4月5日，武汉
复地东湖国际高空掉下窗户，砸死一名快递
员；2016年6月18日，广东珠海21层玻璃窗疑推
开时掉落，路过的一名小学生被砸身亡；2017
年7月12日，家住重庆北碚碚峡路小区的罗阿
姨想打开窗户透透气，谁知窗户竟然从九楼
掉了下去，砸伤了行人；2019年6月，深圳一高
楼玻璃窗坠落，5岁男童被砸，最后不治身亡；
2019年8月21日，海口一名6岁孩童推开窗户
时，整扇窗户突然掉落，砸中了在小区行走的
5岁女孩，女孩抢救无效死亡……

一件件悲剧，足以证明潍坊宏富颐景
园小区频频掉窗户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此事若再没有实质性的解决进展，万一哪
天再掉下窗户伤到人，谁能承担得起呢？

如果窗户存在质量问题，开发商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问题的难点在于小区已经建
成8年，开发商以出了保修期为由拒绝担责。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房屋保修期的功能和作
用，在于可以在保修期内免除购房户证明房
屋质量问题系开发商方面的原因所致的举证
责任，但并不能免除开发商在合理期限内保
证房屋质量的合同义务。因此，房屋过了质保
期之后，并不是开发商免除了相应责任，如果
业主有充分证据证明门窗存在质量问题，依
然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相应责任。

然而对于窗户坠落，单凭业主一己之
力，却很难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质量问题，
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找物业、找社区、找住
建部门。虽然这事看起来社区或者住建部
门并没有直接的责任，但是站在为群众办实事的角度，应
主动作为，尽快出面帮业主解决这事。

眼下，业主需要的是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既然开发商
不主动，相关部门就该尽快出面，可以组织业主找第三方
机构进行鉴定，对开发商责任进行追溯。以部门和单位的
力量出面，这比业主单枪匹马维权更有效果。希望在相关
部门的帮助下，小区业主能尽快找出问题的症结，同时积
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厘清责任，抓紧修复，早
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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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于海霞

业主孙女士家的一扇窗户坠落后，只好暂时用硬纸壳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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