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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遭暴雨侵袭后多
地出现灾情，时隔多日，水
灾造成的影响依然没有完
全消除。 北京广渠门本家
润园 C 区地下室被淹后的
遗留问题就是其中一例。

位于东城区的广渠门
立交桥积水尤为严重 ，最
深时甚至达到 4 米， 与广
渠门立交桥西向遥望的本
家润园小区 C 区在此次暴
雨中进水严重， 雨水倒灌
进 C 区 13 栋 、15 栋地下
一、二层，迫使 200 多户租
客逃离曾经的家园。 灾后，
多数租客想到了办法或者
得到了帮助而搬去别地居
住，但是，仍有一批租户因
退租纠纷和临时找不到居
住地， 而选择用在小区广
场露宿的方式来进行一场
索赔的拉锯战。

地下室被淹后

一场关于索赔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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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北京“7·21”暴雨后续报道

灾情

“没办法，原先住的地下室
都被淹了，不能再住，其他地方
暂时不好找，只能先在这临时搭
个帐篷睡觉。 ”自称灾民的魏小
兰对记者说。

“水一会儿就淹到腿膝盖
处，地下室里有好多电线，都来
不及拿生活物品就跑出来，房里
物品都被淹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没办法。 ”租客江晓宏告诉
记者。

7 月 27 日晚 8 时，《公益时
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
广渠门本家润园 C 区，刚进入小
区记者看到两辆货车停在小区
内离出口不过 10 米的位置，几
名工人正将一些浸毁的家居物
品扔入车厢。 记者上前询问得
知， 这是住在该小区 13 栋和 15
栋地下一、 二层住户的家居物
品， 在 21 号北京降下特大暴雨
后，这两栋楼地下一、二层被雨

水倒灌，居住在此的住户屋内物
品均因被浸泡而废弃。

C 区中心广场上， 有人在
此支起帐篷， 广场周边的绿化
带里晾晒着租户们在 7.21 暴雨
中因受灾而浸湿的衣物， 也有
爱心人士和 NGO 组织前来施
援———北京青年志愿者协会幸
福起点爱心社、 随手救助公益
组织爱心社团等， 为这些居住
在小区广场上的租客们提供帐
篷、衣物、被子等生活必需品，
希望他们能赶紧找到住所，渡
过难关。

但是租户们真正关心的事
情只有两个：“没有地方住”和

“损失谁来赔”。
正当记者问租客们雨水怎

会倒灌到地下室时， 天公不作
美，一场大雨又不期而遇，广场
上的租户们有的开始撑伞避雨，
有的准备钻入帐篷。 此时，小区
物业赶到，将留在广场上租客全
部劝进小区物业办公间避雨。

随后，记者来到管辖该小区
的东花市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
该街道办副书记王跃峰说：“21
号当晚我们就请消防部门抽水
了，由于雨水倒灌过多，抽了三
十多个小时，才慢慢排干，抽水
机都坏了好几台。 ”

记者来到 15 栋楼一层，看
到仍有一根消防水管直通地下，
地下二层仍有齐脚深的积水尚
未排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
味道。

王跃峰说：“此次 13、15 栋楼
受灾户共计 200 余户，大多数在
次日就找别的地方租住了，但还
有极少部分约六七户因个人受
灾损失协商未果，一直住在广场
希望能够解决，街道办做了很多
安抚性工作。 ”

僵持

这些在小区广场居住数天
的灾民选出了他们的代表———
33 岁河北衡水人安邦，他向记者
表示：“住小区广场是迫不得已，
房东退租金只按照我们实际未
居住天数来退，不管你何时住进

来都只算到 21 日暴雨被淹那天
为止， 前面住过天数都要被扣
除。 当时水来的太猛，好多东西
在里面都没有抢出来，基本都被
水泡了， 我们这部分损失怎么
办，找谁？ 这房子都住不了了，之
前交给房东的有些附加费用，房
东都不肯退我们。 我们觉得这个
很不合理，就想要个说法，所以
住广场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

据了解，灾民手中有一份名
单， 上面详细登记着共有 88 户
意愿维权理赔的人名、电话。

记者在该小区物业办公室
见到了北京泰宇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程忠， 他向记者表
示：“对于受灾户所说的情况，
我们也表示很同情， 对于还住
在小区广场的住户， 小区物业
已将自己办公区和员工休息区
腾出块地方作为受灾户临时居
住地， 但是他们大多都不愿意
住进来。 ”

程忠还透露：“13、15 栋楼地
下室早已租赁给了两个承租人，
两人将地下室分别改建为 150

户和 60 户对外进行分租。 现在
这儿被水淹了，两个承租人不想
让步太多于这些租客们，但租客
们物品被泡在水中想记到承租
人头上，所以现在僵持着。 ”

“现在物业准备怎么办？ ”
“经过研究我们其实是给了

承租人很大优惠的，因这两栋楼
地下室遭雨水浸泡，不适于再次
出租，我们打算收回。 按照原先
与承租人签订的合同，我们准备
在退还承租人剩下期限房租基
础上， 还另外补足 2 个月房租，
共计 1 万多给两个承租人，希望
承租人能尽早将这些分租租客
妥善安置。 ”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物业将
地下室用于出租，与两位承租人
签约，承租 160 户签订 6 年合同，
该合同只有 25 天就到期， 承租
60 户签订 10 年合同，目前执行 3
年， 物业公司对此户还将拿出 5
万元作为补贴款。

“我们早已经就这个补偿与
两个承租人谈妥，但他们并没有
将这些实惠转嫁到分租的租客
身上，租客蒙受水淹损失，又得
不到救助，租客们当然不愿意就
此离去。 ”程忠说。

“承租人现在就是在物业公
司和分租租客两方当中和稀
泥。 ”安邦说。

协议

分租租客们在小区广场驻
守 6 天后，27 号物业公司出面请
租客们聚餐。 在聚餐中，双方终
于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据程忠回忆，在餐桌上租客
就屋内被淹物品基本分三派意
见， 正派称“你们意思意思就
好”、 反派称“你们能给多少钱
吧”、中间派“不表态”。

晚上 10 点左右， 记者在该
小区物业办公室见证了物业公

司总经理程忠和租客代表安邦
双方初步协议的达成。 租客方，
主张承租人退还 7 月份整月房
租，来弥补因屋内淹水造成物品
损失，按照物业方要求，将损失
填表报备，等待相关部门或第三
方机构进行估损。

物业方，表示会督促承租人
尽快照此办理退租事宜，对受灾
居民的报损尽快安排评估。

安邦说：“与自己一起维权
的 20 多人已按统一标准每人拿
到一个半月房租补贴 700 元/人，
但钱并非出自房东，而是小区物
业先行垫付，因水淹财产损失也
正在统计上报民政部门中。 ”

对于“少数派”租客们水淹
物品估损及后续问题，程忠有些
犯难：“这是因天灾造成，这部分
救助如何给付， 哪个部门给付，
我不清楚。 ”

记者从物业了解到， 本家
润园共建有 A、B、C、D、E 五个
区， 其中 C 区全部为回迁户居
住，13 栋楼地下室为人防工程，
15 栋楼地下为动力配电室和某
银行数据备份室， 两处地下设
施均于 2006 年租赁给了两个
承租人， 由他们对外分租。 21
日暴雨中， 这两处地下室均被
灌入齐膝盖的雨水， 万幸的是
因各方力量救援及时没有发生
人身伤亡事件。

随着城市扩张， 北京城内
在租住地下室的人口渐成规
模。 但是实际上，根据北京市住
建委 2012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
《关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
居住面积标准有关问题通知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明确规
定， 应当以规划设为居住空间
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 不得
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
不得按照床位出租，厨房、卫生
间、阳台、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
供人员居住。

被水浸泡过的地下室二层

走进小区，爱心人士和 NGO 送去的几顶野营帐篷成了部分人的临时住所

小区内的应急供水点是居民的临时水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