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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河之声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祁振

这些市民家里暖气还不热 天津帮办
帮办热线23602777

市政府办公厅、津云新媒体《政民零距离》栏目与天津日报舆情中心合办

http://ms.enorth.com.cn/http://ms.enorth.com.cn/zmljl/zmljl/

谷源道大闸蟹券兑换不了

感谢扶我帮我的好心人

思源公园附近电线杆倒伏

佳苑小区体育器材迟迟装不上

呼声·随手拍

翟先生家客厅，墙上温度计显示室温
只有16℃。

■本报记者韩爱青高立红

津门好事谱

我市连续五年提前供热，热了千家万户，也温暖了百姓的心。2020—2021供热季，本报热线
23602777接到有关供热的投诉量较往年明显减少，市民对供热满意度大幅提升，但是，仍有一些市民
家暖气不热，盼尽早解决。室温低，凉在市民肌肤上，也会冷到他们的心坎上。

静海区胜利路富华小区5号楼3门102
室居民翟先生家室温一直不理想。“大白天窗
户门关严实，还得开‘小太阳’，老人穿着防寒
服都不管用。”翟先生很焦虑：“我的母亲86
岁了，有哮喘病，这么冷的屋子，老人冻得发
烧，我几次联系供热公司都不管用。”

记者于去年12月3日下午赶到翟先生
家。这是一套南北向两居室单元房，暖气片
还是最初的铁铸片。记者依次用手摸，客厅
的有几片不热。记者注意到，客厅墙上的温
度计显示为16℃。“供热站来测温是14.1℃，
比我这个还低。”翟先生说。

两间卧室的门都关着。翟先生推开北屋

的门，记者进去看到，老太太偎在床上，穿得
里三层外三层，床上被子没叠，还盖着小褥子
和大棉袄。“人老了，天冷一点就不敢出门。”
记者询问后才得知，老人说的门是卧室的门，
走出室外的门她想都不敢想。翟先生说，老
人得了哮喘病，“这种病最怕冷，怕什么来什
么……”记者采访时穿着户外的棉外套，翟先生
也一直穿着防寒服，采访进行了约一小时，记者
在室外冻凉的手，一直没有暖过来。

记者现场联系小区供热所属的天津市静
海区科慧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说，
翟先生家室温不高情况属实，工作人员现场
调查后发现，他家楼下是车库没有暖气，楼上

住户办理了暖气报停，导致他家热量散失严
重。翟先生家的暖气管道年久失修，循环也
不太好。工作人员此前通过顶气的办法也没
管用，供热站会按规定给翟先生家办退费。
这个说法令翟先生很不满意。他说：“我

要的不是退费，我要家里热起来，否则老人身
体受不了……这个小区暖气管道有问题，前
几年接连发生暖气管爆裂……”
在记者一再追问下，工作人员表示，当初

建设时所用管道材质不当，本应为钢材，被用
成了PVC管。他说，小区里不少住户自行改
了地采暖，并在改造的同时一并换了楼道的
管，所以供热状况有所改善，建议翟先生也改
成地采暖。
对此，翟先生也有疑问：改成地暖是不是

就属于拆改暖气？再不热，供热部门是不是
就不承担责任了？

年久失修 86岁哮喘病人难忍受

16℃

居住西青区澜溪园的郭女士饱受暖气
不热的困扰，“家里是地采暖，室温也就
16℃左右。进水管和回水管是凉的，这样的
供暖，屋子能热才怪。往年暖气也不热，我
每次报修，维修人员就来放放水、排排气，当
时能热一会儿，没多久又凉了，我在家里都
要穿着棉衣。”

记者联系津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杨楼

供热站，工作人员表示，了解郭女士家的情
况，维修人员已经上门维修几次，也放水排
气了，现在还不热，他们也没办法。记者联
系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后，杨楼供热站派人上
门维修暖气后，情况有所改观，但几天后暖
气又凉了。郭女士预约测温，但测温几次，
每次都是测温前暖气不热，一到预约好的测
温时间，暖气又热了。

去年底，我市气温骤降，郭女士家的暖气
再出状况。在她一再坚持下，工作人员上门
测温，最低只有16.5℃。杨楼供热站维修负
责人表示，该片区是第一年采用燃气集中供
热，压力不足，导致暖气不热。郭女士则反驳
说：“我家暖气年年都不热，都归结为燃气问
题，说不过去吧？”
记者向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核实情况，供

热燃气处副处长丁鑫表示，因燃气压力不足，
近期西青区部分片区供热情况不理想，目前
只能等待压力正常。暖气不热期间，郭女士
可向供热部门要求退费。

北辰区双街镇碧龙园21号楼2门101
王先生家是地采暖，暖气一直不热，白天在
家要穿着羽绒服，晚上温度更低，睡觉要盖
几床厚被子，他多次报修都没有得到改
善。供热站工作人员到家里测温，卧室和
客厅只有16℃。“家里太冷了，没办法过
冬，希望供热站能查找出暖气不热的原因，
尽快解决。”
记者联系北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对

方立即督促解决此事。去年12月20日，
天津为民供热服务有限公司供热站站长带
维修队伍去王先生家对供热管道、设施全
面清洗，12月23日又上门更换配件，经过
一段时间的循环，目前该户室温已达标。
王先生说，目前家里暖气已达到19℃

以上。推开门家里有了热乎气，他对此表
示满意。

津南区双桥河镇信和园4号楼101住户
杨女士反映，房屋2019年交付，暖气一直不
热，家里温度到不了15℃，老人在家要穿雪
地靴，空调、电暖气一天24小时开着。据介
绍，不止是杨女士家，同一个楼栋内，01户型
家的几户人家，暖气都不热。经过天津海润
天通供热公司几次维修，杨女士家只有三组

暖气摸着不凉手，其他三组暖气依旧毫无温
度。到今年元旦期间，只有一组暖气片不冰
手，其他全都是凉的。
记者联系津南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该委调

查后回复称，信和园是新建小区，按规定在维
保期两年内房屋应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该
小区4号楼01户型室内暖气安装未完全按设

计图纸要求施工，存在缺陷，因此造成居民户内
暖气设施循环不畅，影响住户正常用热。经该
委、天津海润天通供热公司与双桥河镇及小区
建设单位协商，由海润天通公司给出户内整改
方案，在4号楼01户型找出一间存在同样问题
的空置房，由小区建设单位负责改造施工。若
效果改善，则根据此方案对存在问题的用户进
行全面改造。目前，施工改造正在进行中。
截至发稿，杨女士仍在低温的家中苦苦煎

熬，“这些天，大幅降温来临，屋子里太冷了。快
些找到解决方案吧，否则要冻感冒了……”

燃气不足进水管和回水管都凉16.5℃
管道堵塞
清洗后终于有了热气

安装缺陷苦等改造不知何时正常15℃

14.1℃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杨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她手里有一
张谷源道阳澄湖大闸蟹兑换券，她按照券上指定的方式预约兑
换两个月都约不上，眼看券就要到期，她干着急却没办法。

杨女士手中的券是亲友赠送的礼物，2020年12月31日到
期。从去年10月份开始，她按照券背面的微信预约方式，多次
预约，可在所有可选的时间里，每次都显示“满额”，根本约不
上。“券即将到期，可却总也预约不上，谷源道既然没有足量大闸
蟹，配送也跟不上，为什么还要卖这么多蟹券呢？这不是欺骗消
费者吗？”杨女士说，她尝试拨打谷源道的全国服务热线，也一直
无人接听。

记者连续多天多次拨打该热线，始终只有自动提示音，无人
接听。两次留言后，才联系到谷源道在线客服，对方表示，大闸
蟹属于季节性美食，最佳品蟹期为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目前
已经闭湖，无法预约配送。针对杨女士的情况，可为她的蟹券延
期一年，2021年10月中旬她再预约兑换即可。对此，杨女士不
认可，她说预约两个月都约不上，再等近一年情况更未可知，她
认为商家用的就是拖延战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要求赶紧配送
大闸蟹，要不就按照券的实际金额退款。对此，在线客服表示，
如果退款，只能联系全国服务热线。记者追问：“热线为何一直
无人接听？”对方回答：“拨打的人多，热线太忙，谷源道没有其他
联系方式……”

■本报记者房志勇

有读者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河北区小红星路思源
公园附近的四根电线杆倒伏在围墙上，看上去比较危险。

去年12月22日，记者接到反映后，当即赶往现场实地采
访。在思源公园对面的人行道上，记者看到了倒伏在围墙上
的四根电线杆，齐刷刷从根部折断，几十米长的线缆缠绕在一
起。家住富瀛洲花园小区的居民孙老师告诉记者，“这四根电
线杆断了有些日子了，断裂原因不清楚，可能是大风刮断的，
也可能是大车带倒的。倒在围墙上也没人管，杆上还有路灯，
也都不亮了。”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天津市路灯管理处，工作人员现场查
看后回复记者，其中两根是路灯杆，已派维修人员将电力掐断，
等新路灯杆运到后就能重新立起来，另外两根线缆杆则并非他
们的产权。记者随后和市电力部门以及多家通讯公司沟通，最
后确定通讯杆的产权单位是铁通公司，该公司接到通知后，当天
委派维修人员前去维修。

■本报记者黄萱

家住西青区佳苑小区的市民张女士近日给本报热线
23602777打来电话反映，小区内的体育锻炼器材被拆除后，迟
迟没见有人来安装新器材。

张女士家住西青区佳苑小区，多年前小区安装了体育锻炼
器材，“体育锻炼器材有七八种，在小区的公共区域内，老人孩子
都喜欢。我们周边有商场，但配套设施不完善，我家孩子有空就
会到小区院里玩儿。2020年9月器材拆除后，孩子少了去处，
小区显得空荡荡的。”张女士说。

记者联系西青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佳苑小区的体育
锻炼器材2012年安装，年头比较久，存在安全隐患。根据《室外
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器材的安全使用寿命应小于8年，
超过安全使用寿命的器材应报废。“为了安全考虑，我们将老的
器材拆除了，也已经做好了新器材申报工作。”该负责人介绍。
“为何不提前申请，让新旧机器无缝衔接？”对于居民的质

疑，该负责人称，财政资金紧张，器械紧张，需要分轻重缓急来安
排新器械的安装，佳苑小区应该在今年春天安装。

■本报记者高立红

“感谢扶我帮我的好心人，在我意外摔
倒受伤的时候，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无私帮
助，给我赢得了救治时间。”近日，武清区市
民、退休教师李女士向天津日报热线
23602777表示：“现在，我的伤好多了，总算
有精力圆我自己的心愿，我想借天津日报这
个平台讲讲我的经历，向好心人表示感谢，
弘扬正能量。”

今年72岁的李女士介绍，她家住在武清
区下朱庄街碧溪夏园。去年9月30日早七

时半左右，她外出购物后提着一盒月饼和一
罐酱豆腐往家走。在小区大门附近，突然感
觉脚下被绊了一下，身体向前摔了出去。左
手提着的酱豆腐瓶子碎了，手和手腕正好压
在玻璃碴子上，手掌和手腕被剌了几条血口
子，顿时血流如注，整个人瘫在路上。
关键时刻，三名静湖小学的小学生正

好在此处经过。他们一边大叫：“奶奶，您
怎么了？”一边试着扶李女士起来，但是李
女士身材偏胖，又摔得较重，三个小学生没
有扶动。他们又跑向附近的小区门卫室找
保安师傅帮忙。这时，居民唐凤起路过此

处，立即将李女士从地上抱了起来，又与闻
讯赶来的两名保安一起把她搀扶到保安
室。保安付海英拿纸巾帮李女士摁住伤
口，保安李大伟赶紧找来一条没用过的毛
巾帮她把伤口绑住。与此同时，几人按李
女士指点联系了她的家人，她得以第一时
间送医救治。
“居民唐凤起跟我住一个小区，以前就认

识，其他人都素不相识，他们在我摔倒后及时
出手相助，让我感动。”李女士说：“如果没有
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我的伤情就不会及时得
到救治，也不会恢复成今天这个样子。”

环岛西路大岛商业广场旁，道路交通
指示牌倾斜。 本报记者赵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