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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内办托儿所，居民称“难清静”
长沙保利麓谷林语业主反映噪音扰民，小区存在私自违建 物业：无执法权，只能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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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0日讯 今天，
广州白云山复方丹参片爱心公
益基金联合湖南养天和大药房
在长沙启动公益项目， 免费向
长沙的老年朋友发放防走失黄
手环。

防走失黄手环是国际认可
的关爱老年痴呆的一种形式，

黄手环中可嵌入患者个人信息
和联系方式的卡片， 一旦老人
走丢或者发生危险， 可联系到
老人的家人。 想要申领黄手环
的老年朋友， 可以到湖南养天
和大药房在长沙市的各大门店
免费领取。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2月20日讯 今
日下午1点， 随着最后一车
混凝土的浇筑，在施工人员
4个小时的奋战后， 由中铁
二十五局集团负责承建的
湘府西路主线桥首墩顺利
浇筑完成。

湘府路河西段快速化
改造工程主线高架桥全长

1.75公里，主线高架桥东接
湘府路湘江大桥引桥， 北起
中央大道， 有效缓解城市二
环的交通压力， 为湘江新区
与河东城区的交通对接提
速、提质。今日浇筑的桥墩为
全线主线桥的首个主墩，位于
洋湖湿地公园内。 ■通讯员

杨宇刘运卓记者叶子君

本报12月20日讯 眼
下，天气晴好，不少长沙市民
忙着灌香肠、 晒腊肉。 据了
解，随着腌腊季节的到来，市
民购买量增加， 猪肉类商品
进入热销阶段，价格上涨。

熏腊肉灌香肠
拉动肉价上涨

今天一早，在长沙竹山
园一家肉店， 市民刘女士正
在选购准备用来晒腊肉的猪
肉，这里五花肉、后腿肉每斤
售价都是12元， 她买了6斤
五花肉，“做腊肉要选半肥半
瘦的，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

随着腌腊季节的到来，
市民购买量也增加。“每天要
多卖出近百斤猪肉。”在长沙
毛家桥菜市场卖肉的一名女
摊主说，用来晒腊肉、灌香肠
的购买量相对大，“一般一次
买五六斤，也有买上十斤的。”

据监测显示，本周长沙
肉蛋类零售均价为23.99元/
斤，环比上涨0.24%。随着年
关日益临近，生猪价格呈持
续上扬态势。据了解，蛋鸡
受天气影响产蛋率下降，供

应量减少，鸡蛋价格持续上
涨 ， 零售均价环比上涨
3.56%，为每斤5.53元。

蔬菜继续上涨
辣椒领头

大白菜每斤售价1.5元
至2.5元左右、 白菜薹3.5元
左右、 红菜薹5元至6元不
等……记者走访毛家桥菜
市场及伍家岭部分蔬菜店
看到， 大多数蔬菜价格小
涨。其中，辣椒的售价仍比
较贵， 青椒每斤售价多在6
元以上，小米辣椒售价也多
在11元至17元左右。

监测显示，本周长沙蔬
菜类零售均价为3.80元/斤，
环比上涨3.52%。 监测的15
个蔬菜品种8涨7跌， 其中：
尖椒、青椒和蒜苔零售均环
比 分 别 上 涨 10.05% 、
21.55%和16.73%， 为每斤
4.49元、8.00元和5.23元。

水产市场的海产品价
格稳定，淡水鱼价格稍有上
涨，监测的水产类零售均价
为14.07元 /斤， 环比上涨
0.16%。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记者 丁鹏志

“我们小区业主将房屋出
租给托儿机构，噪音不断，周边
业主深受其扰， 安全隐患极
大。”三湘都市报记者近日接到
长沙保利麓谷林语别墅区业主
投诉称， 该小区别墅区除了托
儿所扰民外， 别墅区内部分业
主在装修过程中存在违建、侵
害公共绿地现象。就此，记者进
行了走访调查。

别墅内办托儿所
业主深受其扰

12月8日，记者来到保利麓
谷林语小区别墅区。在G2栋，记
者看到了一家名为“佳语·蒙特
梭利儿童之家”的机构，该机构
与业主谭先生家仅隔了条约2
米宽的过道。

“儿童之家有四十多名小
孩，一窝蜂下课放学，小区里热
闹非凡。” 谭先生告诉记者，儿
童之家是今年年初正式开始招
生的，“因为之前噪音扰民问
题， 我还特意跟他们交涉过一
次，但收效甚微。”

“G2栋是联排别墅，儿童之
家开始只租用了101号房，后来
想把隔壁的102也租下来，但业
主嫌太吵没同意， 于是他们就
租了103。 现在102号房被夹在
了中间， 业主都萌生了卖房之
意。”谭先生表示，“本来我们购
买别墅区这边， 看上的就是这
里环境幽静， 现在跟闹市没什
么两样了啊。而且，托儿所可能
还涉嫌无证经营。”

业主姚先生也介绍， 去儿
童之家只有一条刚好两个车道
宽的路可以走，“但这条路两边
没有人行道， 加上还有业主将

车停在路边， 上下学的时候容
易发生事故，安全隐患很大。”

在儿童之家内，记者看到，
该机构内外均装修成托儿所模
样， 既利用屋前屋后的空地设
置简单的娱乐设施， 又在室内
设置了幼儿午休房间。此外，该
机构还将别墅的地下室空间改
为厨房，为幼儿提供餐饮服务。

“佳语·蒙特梭利儿童之
家”提供的工商营业执照显示，
该机构的注册公司为“长沙佳
语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7年7月7日。经营范围为：
教育咨询；文化艺术咨询服务；
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 家庭
服务；家政服务。

业主违规扩建
占用公共绿地

“小区内别墅私自违规扩
建、 占用公共绿地的问题也颇
受业主诟病。”姚先生表示。

记者随后在该小区内走访
发现， 多栋别墅正在热火朝天
装修中。 确实有部分别墅有违
规建房、 私自拓展露台占用公
共绿地等现象。 部分业主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也埋怨，“反正没
人管， 所以他们就肆无忌惮
了。”

在一栋正在装修的别墅
前， 记者看到该栋别墅周边均
搭建起了脚手架， 正在对外墙
进行施工， 现场还有工人正在
对地下室进行改造， 该别墅前
的小花园原有的露台也被重新
设置， 并往旁边的绿化带进行
了延伸。

记者走访期间发现， 除了
占用绿化带， 还有业主索性打
起了花园的主意。在G56栋处，
一栋两层高的房子正在拆卸脚
手架， 土黄色的外墙与紧挨着
的别墅石头外立面极为不协
调。 现场工人告诉记者：“土黄
色房子的地方以前是花园，是
刚建好的。”

12月12日，记者就此来到了保利麓谷林语物业进行了解。
保利麓谷林语别墅区物业李经理坦言，别墅区的确存在有两
栋违建、私自开设托儿所等问题。“但是，我们只能发告知函
或上报相关职能部门，物业没有执法权。我们也将相关问题
向街道、城管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

物业回应

没有执法权，已经上报

药店可免费申领防走失手环

腌腊季节到来
猪肉价格上涨

湘府路河西段主线桥首墩浇筑完成

12月8日，长沙保利麓谷林语别墅区内，一栋正在装修的别墅将边上花园改建成了楼房。 记者 丁鹏志 摄

本报12月20日讯 “加班费以基
础工资算，还只算100%，太不合理。”
常德市民小黄因不满就职公司的薪
酬发放， 将其投诉到劳动监察部门。
今天， 记者从常德市人社局获悉，小
黄所在的公司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
规定，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小黄相
应加班费。

加班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小黄与常德一家公司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每月工资2000元，包括基
础工资800元、岗位工资800元、等级
工资400元。小黄说，公司要求每天加
班2至3小时，在发放加班工资时却按
月基础工资800元折算小时工资，并
按100%予以发放。

接到小黄投诉后，劳动监察部门
调查发现：用人单位未依法向劳动者
支付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违反了
劳动法的规定。按照国家有关延长工
作时间的规定，用人单位经与工会和
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
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
每天不得超过3小时， 每月不得超过
36小时。

小黄所在公司单方面决定加班
加点，在程序上违法；而且每天加班2
至3小时， 违反了每月延长工作时间
不得超过36小时的规定。

加班费不低于工资的150%

根据国家有关支付加班加点工资
标准的规定， 安排劳动者在每日法定
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
按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者本人
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工资。

公司与小黄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
确其每月工资为2000元，公司却按基
础工资800元折算小时工资并计算加
班工资， 且在计算加班工资的倍数问
题上，用小黄本人小时工资的100%作
为加班工资标准，违反了法律规定。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张铭亚

加班费不合理？
市民投诉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