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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百年历史老门店
面临被拆除命运 系违章建筑
砖砌拱券的门楣、
“全聚德”砖雕匾额、大门旁
的幌子……如果你曾踏足北京前门大街，目光很难
不被全聚德前门店的精致门面所吸引。
历史可追溯至清朝同治三年（1864 年）的老字
号全聚德，经数代发展，俨然成为北京传统文化的
符号之一。其中，前门店是全聚德的起源店，已有
上百年历史，历经扩建、装修改造、原址复原，其“老
门面墙”是全聚德百年发展史最古老的见证。
前门店绘金雕花的门面，亦被列为北京市文化
保护单位。但以此为背景拍照留念的游客们恐怕
不会想到，如同一张印刷品的 AB 两面，翻过 A 面的
光鲜，这间门店的 B 面是近 10 年的违章建筑。
每日经济新闻近日发现全聚德前门店北侧屋
顶存在临时板房，并从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独家证
实，该店存在违建且已经被立案调查。

全聚德起源店违建近 10 年
北京前门地区所属的东城区是北京老城区，居
民历史违章建筑并不罕见，但全聚德作为北京国企
及上市公司，知名门店存在违建仍令外界颇感意
外。
8 月 24 日，记者探访发现，这间门店与周围其
他的店面交错分布，整体风格与前门大街统一，仅
从外观上看，
很难辨认出何为临时简易房屋。
全聚德相关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
“现在
没有听说我们有违章建筑”，
“有关的执法部门也没
有找到我们”
。
记者随后试图绕过全聚德前门店正面，其北侧
被挡板遮挡，但依然有工作人员从缝隙穿过。穿过
挡板再往前便是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从工地上可
以看到全聚德北侧房屋屋顶上盖着整齐划一的活
动板房，约有近百长。据记者观察及现场工人所
言，这栋盖着活动板房的小楼就是全聚德前门店北
侧楼房。
“有，在它房上，如果您说的是它房上的那个。
那个规划没有审批过，我也去城管队了解了，城管
队对这个正在进行处理中。”问及临时房屋一事，北
京市规划委员会东城分局一位工作人员给出了肯
定的答复，称此事已经立案。
上述工作人员告诉每日经济新闻，他们在去现
场核查后，发现全聚德二层有搭建临时房屋，正在
使用，他们具体核查后发现没有规划许可。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
宣传科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全聚德前门店确实有
违建，城管执法部门今年 7 月份发现该违建并去现
场查看确认。
“这个违建我们初步了解是 2008 年之前的违
建，也进入了我们的调查台账。”按照上述宣传科人
士的说法，全聚德前门店违建属于历史存量违建。
该人士介绍，2013 年以前的违建，现在称之为“历
史存量违建”，历史存量违建将按照计划逐步拆除，
毕竟政府部门的人力物力也有限，不大可能同时完
成。

违建背后是未动工的改扩建项目
而被调查的违建与 2014 年全聚德募资的改扩
建项目迟迟未动工也直接关联。

在 2013 年全聚德的定增募资计划中，前门店
新建附楼一事被列为 6 个待建项目之一，这一项拟
投入募资 4950.34 万元，2014 年募资完成。全聚德
曾对此项目颇为乐观，预计项目建设期为 1 年。不
过，直到 2017 年 6 月 30 日，这一事项仍未投资分
文，动工建设显得遥遥无期。
据上述宣传科人士透露，全聚德与北京天街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当年拆除占地后的房产补偿问
题上没达成一致，
前门管委会正在协调。
正是因为拆除后的还建和补偿悬而未决，全聚
德前门店的违建也由此而生并长期存在。
按照其公告，全聚德前门店的部分房屋，在
2006 年左右亦根据统一规划进行拆除，到 2008 年 8
月，这些功能区被安置在主楼及其他“临时简易房
屋”中。
全聚德解释原因说，这一项目正在进行还建产
权的确认，
待产权交接后进行装修并投入使用。
上述宣传科人士透露，
“政府在做工作，做成了
很快就会拆。但想打时间差就这么保留下来，这是
绝对不可能的，我们执法部门也不可能容忍这么长
时间。”

陷入两难处境
这间店每到用餐时段之前，门口往往排起长
队，不难想象到用餐时段店内人头攒动的场景。但
全聚德却用违章的“临时简易房屋”支撑了近 10 年
时间，而另一边则是募集资金到帐 3 年多却迟迟未
按计划改扩建。
正如全聚德所说的，接待能力受限，尤其在包
房数量上不足，限制了客户的消费，也抑制前门店
业绩的进一步提升。
全聚德曾认为，新的附楼及配套建好后，前门
店的整体规模有所扩大，整体布局更加合理，设备
设施配备更加完善，可恢复主楼的一个大单间，新
增设 5 个单间，可增加餐位 85 个，增强店面盈利能
力。
因此，
改扩建具有较高的急迫性。
这一合法合规的建设计划，因还建产权确认未
了，至今仍搁置不前，即便募集的资金早已到账。
另一方面，违章建筑却使用多年，拆迁也已经列入
执法部门的规划之中。
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宣传科
人士告诉记者，对于门店来说，合规的建筑也更大
程度上保障了安全。门店的违建想图个便利，但方
便仍须建立在合规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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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被特勤猥亵警方
不理不问"?杭州警方公布细节
女子半夜在杭州城站火车站
杭州铁路警方表示，事发当日
丢了行李箱，向一个穿了特勤服装 凌晨 1:30，李某带着马姑娘到城站
的男子求助。一开始男子确实帮 二楼民警执勤室报警，称丢了行
她找箱子，但没想到后来却带她来 李。民警问她去过哪些地方，她说
到附近小公园乘机猥亵——昨天， 自己打滴滴到城站二楼，下了车直
这事在网上迅速发酵。当天晚上 接到了南售票大厅，没有去过其他
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名男子到底是 地方。民警与马姑娘、李某沿途查
谁？昨天上午，上城警方召开新闻 找无果，于是请她早晨到铁路派出
发布会宣布：嫌疑人李某已经被抓 所调取监控继续查找，当时马姑娘
获，
因猥亵被处行政拘留十日。
与李某一起走了。早上 7：30，马姑
据受害者马姑娘微博自述，8 娘来到铁路派出所查看监控，民警
月 23 日 00：30 左右，她在售票大厅 通过监控录像发现她到南售票大
发现行李箱不见了，于是在大厅门 厅时并没有携带箱子，于是询问她
口求助一位姓李的特勤。特勤带 是不是忘在车上了。马姑娘随即
她找了好几圈，后来到火车站前的 打了滴滴客服询问。就在此时，马
一处草地上。两人坐下来聊着聊 姑娘突然说自己被猥亵了，要求再
着，特勤就开始动手动脚，马姑娘 次报警。民警问她何时何地，她回
又惊又气逃到附近治安亭求救,保 答在广场前的草丛里。民警确认
安陪着她到站前派出所报案。
后告知那片区域属于站前派出所
案发后，上城公安、铁路警方 管辖范围，并立即通过指挥室联系
第一时间介入，于 8 月 23 日 19 点 站前派出所通报此案，并请她立即
30 分，在杭州火车站附近将李某 去报案，马姑娘表示同意但并没有
（男，
31 岁，
安徽阜阳人）抓获。
去——据她博文所述，她认为自己
经查证，李某受聘于杭州鑫豪 之前已向站前派出所报过警了。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刚入职才四五
据站前派出所调查，马姑娘从
天。鑫豪保安负责人钟先生说，李 遇到李某到案发期间间隔 3 个半
某主要负责在城站地下出租车候 小时，途中李某曾经离开换掉特勤
车通道协助管理车辆进出以及乘 工作服，穿上便装出来看到马姑娘
客秩序。经查，当天李某是白班， 还在，就拉着她去了火车站前面的
下班后和朋友喝完酒刚好路过南 小公园，在小公园待了半个小时。
售票大厅遇到了马姑娘。李某交 “当天 4 点 25 分，马姑娘曾到站前
代，他起初是真心帮助马姑娘寻找 派出所报警，她哭哭啼啼就说箱子
行李的。后来一时冲动才犯了错。 不见了。值班协警一听是求助，便
马姑娘的遭遇让人怜惜，但她 告诉她那个区域归铁警管辖。”
在博文中称报警后警方不理不问，
目前，城站管委会、鑫豪保安
互相推脱，引起了网友关注。对此 公司、公安部门对这件事情还在做
昨天上城警方、杭州铁路警方公开 后续处理，同时各部门对城站火车
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站将进一步加强管理。

辽宁大连水产店海鲜被
检出抗菌药 长期食用可致癌
辽宁省食药监局公布了近期
的抽检结果，本次公布的产品共计
831 批次，涉及冷冻饮品、粮食加工
品、肉制品、乳制品、食糖、食用农
产品和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等 7
大类，其中合格 821 批次，不合格
10 批次。对本次公布的不合格样
品，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
组织各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
进行了查处。
大连水产店销售的白蚬子和
花蚬子被检出呋喃西林代谢物，这
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广谱抗菌药，近
年来在畜牧、水产养殖中被广泛应
用，但呋喃西林及其代谢物在动物
源性食品中的残留可以通过食物
链传递给人类，长期摄入会引起各
种疾病，对人体有致癌、致畸胎等
副作用。
再有不到十天的时间，大连海
边就开海了，又到了可以狂吃狂吃
的季节了，不过，吃海鲜这些问题
要注意：
一、首先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海
鲜；新鲜度高的海鲜，肉质有弹性，
按着不会深陷，表面无黏液；已经
死去或闻起来有异味看起来颜色
不正常的可千万不要购买。
二、此外，还可询问商家产品
的产地，
环境良好的养殖水域。
三、买回的海鲜如果不能立即

食用，务必要放进冰箱贮存，存放
一段时间后若闻到不良气味，就不
要吃了。很多朋友爱吃生鱼片，这
类要生吃的动物性水产品，买回来
后应该立即食用。如果在外就餐，
建议您观察一下餐饮企业是否设
置了可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专用的
操作加工间，
卫生是否达标。
四、烹饪海鲜前，一定要把海
鲜清洗干净，烹饪过程要烧熟煮
透；不要加工死亡、感官异常或味
道不新鲜的海鲜。还应该仔细观
察海鲜中是否有不明异物，以免它
可能携带寄生虫或其囊蚴。
海鲜还有一些食用禁忌！
1.吃海鲜时，要少吃维生素 C
丰富的水果，
也不宜喝啤酒；
2.过敏体质者，孕妇，痛风病
人、肾脏功能低下以及凝血功能障
碍者应当慎食或少食海鲜，以免引
起或加重病情。
3.吃海鲜后如果发生呕吐、腹
泻等症等症状，要警惕肠胃炎的发
生，此时应该充分休息，及时补充
水分并禁食；如果呕吐或腹泻持续
时间较长或有严重脱水，就要尽快
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
最 后, 抽 检 不 合 格 的 只 是 个
别商家的产品，并不是所有的都
不合格，大伙在购买时注意鉴别
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