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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区全运村绿轴公园 杂草丛生 蚊蝇成群

公园环境脏乱 管理监督均不到位
【问题】近日，家住河西区全运村
附近的居民黄女士反映，附近孩子们
经常去玩的位于全运村的一个公园管
理不到位，好好的一个公园变得杂草
丛生、蚊蝇成群、环境脏乱，让人觉得
非常“痛心”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
管理，为大家提供一个整洁卫生的休
闲环境。
【详情】黄女士介绍说，自己所说
的公园位于河西区榆林路与林海路之
间，
从渌水道一直绵延到外环辅路，占
地面积不小。当初是作为配套设施与
全运村一起建成的。整个公园是开放
式的，大体上分为儿童游乐区、篮球
场、足球场以及健身器械区等多个功
能区，这些区域全部由绿地连接，其间
还贯穿着健身步道，并有各种景观小
品点缀，
环境非常棒。尤其是其中的儿
童游乐区，里面的沙坑、城堡滑梯都是
孩子们的快乐天堂，吸引了大量的孩
子前来游玩。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这里的
环境变得越来越差，路边杂草丛生，都
长到半人多高了也不见有人打理。沙
坑里的沙子被孩子们弄得到处都是，
垃圾桶里的垃圾外溢，垃圾被风吹得
到处都是。环境脏乱导致蚊蝇滋生，
无
论什么时候在这玩都免不了被蚊子叮
咬，
最近来这儿玩的孩子明显少了。其
实我记得天热的时候还看到过工作人
员给绿地浇水，垃圾也有人清理，但最
近不知怎么回事，这种脏乱的状态已
经持续了好些日子了也不见有人清
理，
”
黄女士说。
在黄女士所说的全运村绿地公园，

监督反馈
河东区滨河庭院社区

仍有部分违建存在

笔者看到，确实如黄女士所说，这个颇
具规模的开放式公园整体环境非常好，
儿童游乐设施、
足球场、
篮球场、
各种健
身器材一应俱全。只是仔细一看，
各种
设施明显缺少维护，足球场的球门网、
篮球场的篮球筐都有破损，
健身区的太
空漫步机有的也已损坏。在儿童游乐
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景观花池里半
人多高的杂草，
彩色的塑胶地面以及流
线型长椅上到处都是沙子，
垃圾桶里的
垃圾外溢，在周围形成了不小的垃圾
堆，
不时有蚊蝇在其中“觅食”
。
“政府投入这么大力量为百姓创
造这么好的休闲场所，就因为管理不
到位造成环境脏乱，好多设施得不到
有效利用，造成资源浪费，真的挺可惜
的。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管理，
也让这

些设施物尽其用，避免浪费，
”正在这
里跑步锻炼的居民邢女士说。
【解决】针对黄女士反映的全运 村
公园管理不到位、环境脏乱的问题，河
西区市容园林委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
该绿轴公园的管理权属于建设方绿城
集团，区市容园林委只有监督权。 此前
也曾接到过相关反映， 区市容园林委
曾与绿城集团沟通解决， 目前的情况
应该是管理方疏于管理导致该问题有
所反复。 接下来，区市容园林委将加强
监督管理，督促该单位尽快整改。 截止
到发稿前，公园内垃圾堆物已清理，但
杂草及撒落到沙坑外的沙子依然没有
清理，对此，本刊也将持续追踪关注。
撰文 / 摄影 谢丽先

问题曝光台

王串场街容彩里社区

【问题】家住河北区王串场街容彩
里社区的王先生反映，
14 号楼前的排
污井内出现坍塌、管道破碎情况，导致
污水无法顺畅排出。虽经多次疏通，
但
很快便会再次形成堵塞，
甚至造成居民
家中污水跑冒，对生活影响极大，希望
有关部门能予以解决。
【详情】在容彩里 14 号楼前，可以
看到 109 栋门前的花砖地面已经出现
破损，
从破损处，可以看到满溢的污水
污物。打开污水井盖可以看到，
粥状污

污井坍塌污水跑冒 协调无果急盼解决
物已经快要满溢。所属容彩里社区居委
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自 8 月份以来，
已
经多次联系疏通公司进行了管道疏通，
此前最近一次疏通仅过去了一周左右。
同时，
14 号楼的多户居民表示，
家中发
生过污水跑冒的情况，
且污水无法顺畅
排出的情况时间较长。在现场粗略统
计，
14 号楼涉及的 105 栋到 109 栋的
5 个楼门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居民都安
装了独立下水。同时，
有居民反映，
该栋
楼在 2012 年左右已经进行了旧楼改
造，
更换了居民家中的排水立管及一楼
居民家中连接下水的管道，
但并未更换
楼前的地下管道。
【解决】 据所属居委会工作人员介
绍， 该小区是上世纪 90 年代入住的小
区，其中包括一部分公产房，但出现问
题的 14 号楼全部是私产房住户，而且，
由于年代久远， 该楼并没有 “大维基
金”。 笔者在现场，会同居委会工作人员
联系了该片所属房管站，房管站工作人
员到现场核实了该楼的产权后表示，该

私产房的管道疏通问题不属于房管站
负责的范围。 随后，笔者联系了河北区
排水管理所，相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
现场查看了情况，并表示，根据《天津市
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中的规定“住宅化粪井及其与住
宅相连接的管道，由产权单位或者受委
托单位负责”， 而该楼出现坍塌情况的
地方，正是化粪井内。 而居委会工作人
员则表示，由于没有“大维基金 ”，就 需
要采取居民自筹的方式解决问题，而目
前，14 号楼共涉及 120 户居民， 其中不
少已经改装了独立下水，还有部分居民
长期不在此居住，所以，组织居民分摊
费用也存在实际困难。 该社区所属王串
场街公共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
此前， 已经就更换管网进行了咨询，大
约需要费用 7 万余元，“这笔钱让居民
分摊有难度， 而对于我们街道来说，也
是很大一笔费用”。 同时，李贺表示，街
道目前正在研究，希望通过“吹哨”的方
式，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商讨，推进
问题的解决。
撰文 / 摄影 吴彦

7 月 9 日，本栏目关注了河
东区滨河家园小区私搭乱建屡禁
不止的问题，
近日，
笔者对该小区
进行回访发现，小区内部分私搭
乱建已被拆除，但该小区内违建
依然可见。滨河庭院社区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该小区的违建已列
入街道相关工作计划，后期将会
按计划逐步实施。
撰文 / 摄影 谢丽先

河北区东海花园社区

防盗门已拆 仍有堆物

8 月 6 日，本版刊登了《东海
花园社区 楼内也私搭乱盖自行
加装防盗门》 一文，时隔一月有
余，
笔者再次来到东海花园社区，
在 15 号楼 3 门 6 楼，通向 7 楼处
原本安装的防盗门已经拆除，但
扶梯处，
仍用隔板进行了隔离。在
顶层 7 楼，居民的门前放置着大
量的纸箱等堆物。此前，
笔者询问
整改的后续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防盗门已经拆除，其他没时间关
注，
“最近在弄人口普查”
。
撰文 / 摄影 吴彦

河北区宏康里小区

乱停车现象稍有改善

本栏目前不久刊登的宏康里
小区乱停车现象，
9 月 8 日笔者
再次来到该小区，发现私家车停
靠基本整齐，个别车辆仍有乱停
现象。很多居民表示，
小区车辆停
放还是需要看时间段，共享单车
乱停放现象仍然存在。日远里社
区工作人员表示，社区一直积极
引导，车辆规矩停放还是需要居
民自觉。
撰文 / 摄影 赵秋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