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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身绑爆竹持刀闯律所

嫌疑人因对该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工作不满而滋事
本报讯（记者 李铁柱 实习记者 孙惠贤）昨天
上午 10 点左右，一名身上绑着多个爆竹的天津男
子突然持刀闯入位于三里屯 SOHO10 层的某律师
事务所。据了解，该男子是因为对律师事务所代理
的诉讼工作不满前来寻仇。目前，警方已经将其制
服带至三里屯派出所询问调查，事情仍在进一步调
查中。
昨天下午 2 点左右，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三里
屯 SOHO10 层，此时涉事的这家律师事务所大门
已经关闭。北青报记者试图向律所工作人员了解
详细情况，但工作人员称当事人和警方都已经离开
了，他们不方便回应这件事。北青报记者看到，从
事务所门口到电梯附近都有血迹，楼道内的保洁人
员仍在清理血迹。
律所附近公司的员工称，他们也没有看到当事
人是怎么进到律所的，大概 10 点多，对面突然传出
来“砰”地一声，刚开始他们还以为是灭火器爆炸
了，并没有在意，但十几分钟后却突然有两名特警

警方在事发现场
前来查看情况，随后就看到大批警察和消防人员赶
到，律所内又有两声爆炸的声音传出，之后警方便
对该楼层进行了紧急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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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警方当场控制

据目击者介绍，事发后 10 层楼道内有很多血
迹，当时三里屯 SOHO 楼下有很多群众围观，不久
之后，警方将一名中年男子带上了警车，
“这个男的
身高中等，身材匀称，被警方带走时脸上有很多血
迹，
估计是被爆竹炸的。
”
目击者称，中午 11 点左右，一名自称是男子儿
子的青年人赶到现场，这名青年就读于交通大学，
他也不了解父亲来这里的目的。在男子被抓后，他
从家人处得知父亲来此，便从学校赶来。随后，青
年也被警方带走问话。
昨天，北青报记者从警方获悉，上午 9 点 55 分，
三里屯 SOHO 写字楼 D 座一律师事务所内，
有人持
刀并携带爆竹滋事。警方迅速展开处置，将犯罪嫌
疑人当场控制，经初步了解，嫌疑人陈某某（男，42
岁，天津人）因对该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工作不满
而滋事。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摄影/本报记者 李铁柱
线索提供/孙先生

《奥运冠军高崚被指在小区毁树》追踪

城管登门递送责令改正通知书
意。这位工作人员称高崚家在修剪杨树前未告知
物业，等到吊车来伐树被保安发现时，曾叮嘱他们
不要破坏周围的电网。
对于网友反映的高崚圈院子、占用马路建车库
一事，城管队员表示已经进行现场勘查，接下来还
需同有关责任人进行约谈，作进一步调查，目前尚
无法认定存在违建行为。
此外，昨天高崚对媒体回应称，别墅主要是她

未经审批楼顶种黄杨树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的婆婆在居住，一到春秋季节满地都是杨树上掉下
来的毛毛虫，蚜虫和腻虫爬满了墙，影响了生活，所
以才对房子旁边的杨树进行了修剪，但修剪不影响
杨树的继续生长。
据高崚介绍，她的母亲出面与小区物业财务
科叫李彦军（音）的工作人员联系好，在李彦军的
允许和指导下，保留了 10 米高的树干，砍掉二分
之一左右。

昨天上午张必清家的平台上还种着绿植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此前海淀区人济山庄小区 B 栋楼顶天台上，业主张必清曾建了一座空

就在这两边种上了。
”
张
必
清
表
示
，
为
了栽种黄
昨天上午，北青报记者来到
中别墅，被人称为“最牛违建”。被曝光后，张必清自行拆除了屋顶违建。但
杨，
他特意找来了很轻的专业绿
人济山庄小区。从小区外的天
近日，有小区居民反映，张必清今春在屋顶上又种上一排绿树。
化土，找了相关专家，应该不会
桥向 B 栋楼顶看，可以很清楚地
对楼体造成什么破坏。
看 到 ，楼 顶 东 南 角 和 东 侧 的 一
对此，张必清称，在拆除违建时有一些材料无法强拆留在楼顶，因为担
在 采 访 的 过 程 中 ，张 必 清
半，都露出了绿色的植物，高度
心可能被风吹落伤到人，他便在屋顶用木花盆摆了一排黄杨以便起到阻挡
大约在五六十厘米。
多次向北青报记者强调他种黄
据小区居民介绍，今年 3 月
杨的目的不是为了绿化，只是
的作用，
“目的是防护，不是绿化”。昨天晚上，这些绿植已经被拆除。
初，他们曾经看到有施工人员用
单纯地为防护，
“如果是搞绿
楼内电梯搬运树苗，数量很多。因为担心又要在房
化，我为什么要选黄杨，我完全可以选择蔷薇或者
顶盖东西，有人曾直接找到张必清询问他是不是要
其他植物，那些比黄杨好看多了。”
盖东西，
但张必清却没有回答。
当记者正要下楼时，张必清恰好从电梯里出
楼顶绿植已拆除
来。在表明来意后，张必清带着北青报记者来到楼
昨天下午，北青报记者联系了海淀区园林绿化
下，
给记者介绍楼顶的情况。
局绿化科的工作人员，据他介绍，在出现这个事情
之后，他向相关科室的专业人员了解了情况，之前
搞绿化申请人都是以单位的形式提出申请，还没出
张必清：
不是绿化是防护
现过个人提申请的情况。园林局一般负责马路上
对于楼顶的树木，
张必清说，
那并不是树，
只是两
的绿化，楼顶的这种绿化要走什么程序他们也不是
排小叶黄杨，
栽种的目的也不是绿化，
而是为了防护，
昨天晚上张必清家的绿植已经被拆除 供图/张必清
太了解，
但一般这种建设要经过建委审批。
“现在屋顶上的墙皮都起来了，一些墙体也脱落了。
昨天晚上，张必清给北青报记者打来电话称，
之前拆的时候追求速度，
就想赶紧拆完。施工时主体
用，
“ 刚开始想做个铁丝网，上面爬满蔷薇，但是又
业委会跟物业都发了通知，昨天晚上他已经找人把
怕别人看到说我在上面搞绿化，所以选了小黄杨，
部分拆除完毕后发现，
墙壁上还留下了很多碎片，
一
楼顶的绿植给拆了。从他的声音可以听出来他的
生命力强，好养，冬天也不掉叶子。我现在是无论
些碎片已经不稳固了。
”
因为担心这些碎片可能会被
情绪有些低落，
“ 晚上吃完晚饭找了些人，就都拆
如何也不会再建违建了。
”
大风刮到楼下伤人，
因此他决定在楼顶种上黄杨。
了。”他说他不想再给大家添麻烦了，
“ 为了防止伤
对于在楼顶种了多少黄杨，张必清说，他只是
张必清说，为了让这些黄杨稳定，这些黄杨并
到人，
将来我打算找个铁丝网把楼顶围起来。
”
在楼顶的东侧和东南侧种了两排，
“ 你看这两个地
没有直接种植在楼顶上，而是种在花盆里，然后将
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 线索提供/王先生
方下面是楼的出口，有人进出，为了防止砸到人，我
花盆固定在了防腐木上。这样就能起到当防护栏

关注
北京人济山庄“最牛违建”业主张必清的楼顶
到底藏了多少秘密？22 日，有媒体报道称张必清在
其楼顶种树，张必清回应为“防止拆除违建留下的
碎片被刮到楼下伤人”。但有人济山庄业主向新华
社记者透露，张必清疑似在楼顶建造鱼塘，栽种一
圈树木则为
“掩人耳目”
。
一位住户向记者透露，张必清在楼顶上不止栽
树，还在私建蓄水池和餐饮场所。在这位住户的手
机里保存了张必清楼顶建设时的照片，记者通过照
片看到，楼顶挖设了蓄水池，水池通过落地窗连通

轿车被追尾
冲进服装店

业委会和物业发通知

“最牛违建”
种绿植 房主自拆除

楼顶露出两排绿植

本周日长跑节
69 条公交线绕行
本报讯（记者 刘珜）2015 年北京国际长跑节
将于 4 月 26 日上午举行。据公交集团介绍，
根据赛
事交通管制方案，
赛事期间沿线 69 条公交线路将采
取绕行、区间、扩大间隔等措施，最大程度地保证线
路运营。
据介绍，本次赛事途经煤市街、珠市口西大街、
前门大街、天坛路、天坛东路、永定门东街等路段。
其中，20 路从 7:50 至交通管制结束采取北京站东
至北京南站路段单向停驶。5 路从 7:40 至交通管
制结束采取分段运营措施，北行发菜户营-虎坊桥
区间，南行发北土城公交场站-景山区间。958 路、
60 路、116 路、82 路、特 12 内这 5 条线路在交通管制
期间采取绕行措施。
此外，观光 1 路、观光 2 路、9 路、43 路、106 路、
110 路等 62 条公交线路将在赛事期间采取发区间
车、扩大行车间隔等措施，
避让参赛选手。
赛事期间，公交集团将在主要路口、路段及比
赛影响区域设立专人值岗，维持运营秩序，及时反
馈路况信息，确保运动员通过后迅速恢复运营。具
体信息也可登录北京公交网站或拨打 96166 交通
服务热线进行查询。

城管赴高崚家送责令改正通知书

本报讯（记者 赵婧姝）前天，有网友称奥运冠
军高崚私自在小区伐树，北青报记者从朝阳城管王
四营执法队了解到，这一损毁树木顶部和枝叶的行
为涉嫌违反《北京市绿化条例》，将被处以 50 元以
上 500 元以下罚款。昨日下午，王四营乡城管执法
队到高崚的住处递送责令改正通知书等文件，但家
中无人。执法队表示将继续与相对人联系，被砍头
杨树是否可以存活尚需园林部门鉴定。
昨天下午，王四营乡城管执法队来到安德鲁斯
庄园，到高崚家递送立案审批表、责令改正通知书
等文件，但是高崚家中无人。城管队员表示，早上
他们曾与吴先生通过电话，对方表示比较忙，稍晚
些会赶来，但下午没有打通电话。文件显示，执法
队在检查中发现，吴姓责任人将其住房西侧八棵杨
树的树干损毁，违反了《北京市绿化条例》第五十条
第一款。
王四营乡城管执法队表示，他们会继续联系吴
先生，对于杨树是否能存活，去掉树冠是否属于采
伐，仍需园林部门来鉴定。据了解，损毁树木将被
处以 50 元至 500 元的罚款，
但如果鉴定后发现不是
损毁而属于采伐，
罚款标准会不同。
在高崚别墅附近，有的邻居对砍杨树表示不
满，但也有些人理解这种做法。一位邻居告诉北青
报记者，杨树太高，到了春天杨絮很重导致附近环
境比较脏，他们也希望物业能来修剪，但是没有人
来。小区物业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杨树的情
况确实有居民反映过，但是修剪费用较高，且需要
统一进行，而且还要征得三分之二以上业主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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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违建”
业主房顶还藏有多少秘密？
到室内。
“面积大概有 40 平方米，
然后种了一圈树把
水池围起来。
”
该位住户说。
该住户称，就在前几天，水池渗水，一直渗到了
19 层。记者随后前往楼下层，
一位住户的话印证了
“渗水”的事实，她告诉记者，最近听说了邻居家有
渗水情况。
多位住户都向记者反映，近期能听到楼顶施工
的声音，施工常常从早晨七点就已经开始。
“我们多
次和物业反映，但物业只是一直说会管，一直没有
结果。
”
一位业主说。

但当记者致电该楼物业相关负责人时，
其表示并
不清楚张必清在楼顶做什么，
也没有业主反映其种树
一事。该负责人称，
只有业主反映 2605 常常占着电
梯，
物业人员也没有到楼顶上看过是否有施工情况。
提供照片的业主称，当初“最牛违建”拆除后，
很快楼顶就又开始“不消停”，
“工人有时通过楼梯
上楼顶，
有时候就从张必清家门进入”
。
“张必清背后是谁给撑腰，能不顾其他业主的
利益私自在房顶上任意乱为？”22 日下午，人济山庄
一位住户对记者说。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杨琳 实习记者 杨威）昨天早上
8 点左右，一辆蓝色轿车冲进新街口北大街一家服
装店内，将整个店面门口堵得严严实实。据目击者
称，蓝色轿车被一辆黑色本田轿车追尾，随即冲进
了马路东侧服装店内。蓝色轿车女司机则因受伤
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疗。
昨天上午 11 点 30 分，北京青年报记者赶到现
场，蓝色轿车已经被救援的拖车拉走，店面外停着
警车，警察正在向店主询问当时的情况。记者看到
女装店的卷闸门弯曲着，一大半都落在店内，被严
重损坏，店内满地碎玻璃渣，塑料模特被撞成两截
扔在店门口。
据目击者称，事发当时黑色本田和蓝色轿车都
向北行驶，突然黑色本田轿车的左前方撞上了蓝色
轿车的右后方，蓝色轿车随即冲进了旁边的服装店
内，
黑色轿车左侧车头也轻微受损。
一位目击者回忆，出事的蓝色轿车后车厢盖损
坏翘起，车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司机，发生事故
后她被两人从车内抬出并送往附近的积水潭医院
救治，女司机看起来伤情并不严重，但精神上受到
了惊吓。她的女儿随即也赶到了现场。
供图/网络 线索提供/刘女士

免费卡被涂改
引车行顾客争执

本报讯（记者 李铁柱）近日，市民辛先生的汽
车轮胎破了，他去爱义行珠市口店补胎。此前，他
在这里换过轮胎，店里曾经给了他免费补胎的卡。
但补胎的时候，店里的人却认为辛先生的卡是人工
涂改过的，不能免费给他补。最后在民警的调解
下，爱义行的工作人员重新在辛先生卡上签了字，
同意免费给他补胎。
据辛先生介绍，之前他曾经在珠市口店换过两
次轮胎，第二次补胎的时候，店里的人给了他一张
免费补胎的卡，有效期到 2015 年，
“ 第一次的时候
也给了一张，所以我跟店里的人说我已经有了这样
的卡了，店里的人就给我改了一下，把卡的有效期
改到 2016 年，
相当于又给我一张卡。
”
辛先生说。
补胎的时候，店里的人看了辛先生的卡，认为
卡是人工修改过的，
不能给他免费补胎。
后来经过核实，店里的人查着了，证实确实有
辛先生这个情况，但是店里工作人员称之前店里管
理不严，签出去的这种卡很多，还是不能给辛先生
免费补胎。
在民警的调解下，店里的经理在辛先生的卡上
重新签了字，
将有效期改到 2016 年。
昨天下午，北青报记者拨打了珠市口店吴经理
的电话，对方确认确实有这件事，但当时并不是不
愿意给辛先生免费补，而是看着他的卡是涂改的，
改卡的人又不在店里工作了，他们也没法确认真
假，
所以要先查询系统核实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