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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T3出行”招聘现场 司机质疑无证也能跑？ 网约车公司称“你被罚我来担”

无证网约车安全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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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房志勇文并摄

呼声·随手拍 尚都家园楼道墙砖大面积脱落

近日，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市民
举报称，“T3出行”等部分网约车公司违规
运营，招聘大量司机驾驶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车辆上路，“这些司机知道自己的汽车不
合规，对于执法人员经常值守的大路不敢
走，东张西望，跟执法人员玩‘猫捉老鼠’。
我们打车时，经常遇到这种车辆，也会跟着
提心吊胆。希望这种情况得到根本治理。”

招募会
“无证车”让司机纠结

接到反映后，记者以应聘司机的身份，
来到津南区港基中心写字楼内，参加了一
场以“T3出行”名义组织的网约车司机招
聘会。开会前，应聘司机们兴致勃勃地闲
聊着，“我交了1000元报名费，开始说一周
就能给车，这都快一个月了也没信，着急
啊。”“之前承诺的是办下车证就给车，看看
能不能兑现吧。”在座的司机们相互交流着
从不同渠道打听到的信息。“兄弟，你们开
着其他平台的网约车，为什么还被‘T3’招
募来呢？”“之前的几个平台都没证，‘T3’
的车都是新能源车，获取车证几率高，我们
也是冲着这个合法手续来的，谁也不想无
证驾驶啊。”“我也差不多，之前开‘滴滴’，
没车证总被罚，这次报名看看情况，每天提
心吊胆开车不是事啊。”
闲谈中，会议室大门开了。自称是

“T3出行”的工作人员陆续入场，一位经理
模样的男士和在场每一位司机打着招呼。
“有个好消息，目前到了一批新车，大家终
于有车开啦。”这位经理愉快地介绍着最新
进展，“还有个不太好的消息，车证还在办
理中，到底啥时候能下来，说不好。但是，
请大家放心，运营中如果被执法部门发现，
被扣被罚，由我公司负责。程序是，先由大

家垫付罚款，大约一个多月左右，最多不超过
两个月，我们给大家统一报销。”

听完工作人员介绍，一位来应聘的司机
提出异议，“‘T3’都是绿牌的红旗车型，一看
就是网约车，没证肯定挨罚啊。”有司机提出
顾虑，引发会场内群情激愤。“派单系统能不
派‘三站一场’的单嘛？”“垫不起啊。第一次
垫一万元，第二次垫两万元，第三次咋办？”
“咱们‘T3’当时承诺提供有证车，我们才交
的押金等车。现在又说证还在办，如果一直
不下来呢？”“我们开无证车运营，算不算非
法？”“你说一个月报销罚款，能准时给钱嘛，
我们要书面保证。”
“T3出行”的工作人员解释说：“首先，

我们确实在申请办证，到底何时能拿到，说
不好。其次，系统没办法屏蔽‘三站一场’的
派单，如果接单后被执法部门查扣，现场不
要争辩，7天内帮大家取回车，被扣期间免

除一切费用；罚款必须先由司机垫付。”这位
工作人员耐心解释着，“无证运营不能叫非
法，只能叫违规。书面保证肯定不会给的，
大家要是信任我，就现场签字交钱领车。”
招募会后，不少司机选择退出。犹豫中，

部分司机现场缴纳了一万元提车保证金，将
车提走。

执法部门
办证不复杂网约车公司在拖延

记者随后将该招募会情况反映给市交通
运输管理委员会行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接
受采访时说，无证网约车相当于“黑出租”，属
于非运营车辆载客。首先，这类车没有按照
运营车辆标准年检。车况普遍较差，防撞系
数低，紧急情况下无法应付突发状况，驾驶人
和乘车人安全得不到保障；其次，车主或者平

台多是按非运营车上保险。投保额不高，有
的只投保交强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理赔金
额难以覆盖损失，乘客将面临维权难题；第
三，无证人员很清楚自己的行为不合法，遇到
执法检查，有时会暴力抵抗、强行逃脱，这给
乘客带来潜在危害。另据了解，一旦成为运
营车辆，报废年限也会大幅缩短，车价贬值严
重，这也是部分车辆不办车证违规运营的原
因之一。
“车证”到底好不好办呢？市道路运输管

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网约车平台方从系
统中申请（无论是汽车租赁公司的车，还是个
人的车），只要通过公安审核、数据对接和勘
验等流程，就能审批下来，如果材料齐备，审
批时间不到1个月即可拿证。至于有些司机
反映拿证慢，是因为很多公司拖着不将旗下
的网约车录入到道路运管局建设的“网约车
监管平台”，通过该系统，如果平台方违规派
单，我们会将相关数据抄送给执法总队，由他
们来处罚。“天津对网约车车证，目前没有总
量控制。至于未来，我市网约车数量是否要
管控，还在研究中。”
发稿前，记者再次来到位于津南区港基

中心的“T3出行”所在地，来此咨询的人依旧
不少，不到半小时几十人进进出出。在办公
室墙壁张贴的网约车司机招募海报上，记者
发现原来3900元/月的车辆租用费字样被盖
住，取而代之的是4300元/月租用费通知。
“这个价格怎么变了？”一位T3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优惠活动结束了。现在需求量大要车
人多，涨价都拦不住，今天交了押金也不会马
上领到车。”“那给的车有证吗？”“车证啊，不
好说。暂时别想了，年后就没有办下来的。”
不少来问证的司机摇摇头走了，“听说前几天
又有一个司机被扣了，罚款自己先垫上，啥时
候能报销也不知道。我现在一般都晚上出来
跑活，避免麻烦。”一位2020年12月领到车
的司机说，自己来问过好多次了，一直没等来
车证消息。

■本报记者高立红

“河东区万新村义海菜市场周边，商户占
路摆卖，多年未得根治，严重影响市民通行。”
近日，市民马女士向天津日报热线23602777
反映。

接报后，记者赶到现场。在义海菜市场
门前恒山路两侧人行道上，摊位一个挨一

个。有的小贩本来有门市或售卖亭，又在外
面支摊摆卖；有的没门市，直接摆卖；还有的
开着小货车或骑三轮车赶来，停在路边就卖，
货都不卸。粗略数了数，大小摊位共有十几
个。占地面积最大的十几平方米。记者离开
时，还有小贩推着三轮车来卖水果。当天的
天津风力四五级。马女士说，天气好时，占路
摆卖还严重，早晚高峰，开车经过特别难行。

记者采访属地东新街综合执法队。宿翀
昂副队长介绍，恒山路以前有个存在多年的
自发占路市场，违建占路1200米长，有近
2000个摊位。2018年夏天，东新街集中力
量取缔拆除，将部分占路摊贩引导进义海菜
市场经营。但由于这里的违建占路市场年头
比较长，形成影响力，一些游商摊贩还会来摆
卖，部分固定摊贩也会“里空外卖”。2020
年，街道综合执法队结合创卫进行清理，将恒
山路等列为重点路段，取得一定效果。春节
期间，占路摆卖又有所回潮。东新街综合执
法队将增派人力，加强巡逻，集中治理。

■本报记者韩爱青文并摄

近日，家住红桥区尚都家园20号楼的陈
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楼道内墙
砖大面积脱落，险些砸到孩子。居民们多次
向物业反映问题，但一直无人维修。

1月27日上午，记者在尚都家园20号楼
看到，几乎每一层楼道都有墙砖大面积脱落
和地砖松动的情况。在32层，左侧墙壁上两
片面积约为2平方米的墙砖已完全脱落，露
出洋灰墙面。地砖踩上去也是“嗞啦”作响。
陈女士说，前几天她带孩子外出，站在门口等
电梯，防盗门上方的瓷砖突然掉落，砸在了门
口的鞋架上，“孩子就在鞋架旁边站着，太危
险了。”为了防止墙砖掉落带来危险，她不得

已把一个小柜子摆在墙边，就为能阻挡一
下。3层的业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怕伤到
孩子，干脆用胶带粘住墙砖，可这不是长久之
计。业主们介绍说，从5年前开始，楼内墙砖
就陆续脱落，可物业公司没能及时维修，导致
情况越来越严重。
北京万通鼎安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尚都家园项目经理饶刚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初楼内瓷砖零星脱
落时，他们也进行过维修，但现在是大面
积脱落，只能大修，费用太高。小区物业
费收缴率只有40%，而且物业费里也不包
含这一项。
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尚都家园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子伊介绍，目前小区19

号楼到23号楼，都存在墙砖大面积脱落的问
题。小区没有业委会，居委会代行业委会职
能，希望启动房屋维修基金，近期陆续入户征
求业主意见。

■本报记者黄萱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打来电话反映，自
己家有一组暖气片始终不热，家里的温度也上不来。

陈先生家住河北区榆关道东锦里11号楼，家中共有四组暖
气片，其中主卧暖气片一直处于冰冷状态，屋里温度最高也只有
十五六摄氏度。2020年12月份最冷的那几天，主卧的窗户上
都冻上了冰。陈先生介绍，主卧暖气片温度低由来已久，2018
年供暖季，陈先生就发现暖气不热，但还可以将就。2019年供
暖季，暖气片彻底凉了，陈先生向供热部门投诉过，维修工人上
门放了放水，但没有任何效果。2020年供暖季，陈先生再也无
法忍耐。“家里有个4岁的孩子，大人冷可以忍，小孩子这么冻
着，容易生病。”没办法，主卧只能24小时开着空调。陈先生希
望尽快维修，不再受冻。

记者联系天津泰嘉热力管理有限公司天泰路供热站。
站长靳宝忠介绍，他们接到过用户反映的情况，维修人员也
去过现场查看了情况。用户家四组暖气片并联，一路进水管
带四组，需要较大的水容量；同时，2017年进行的“一户一循
环”，可能存在暖气管热熔过火，造成局部管道内拥堵管径缩
小。这些情况均会对供热质量造成影响。供热站制定了改
造方案，准备将用户家供热设施改为“两路入户”，同时将老
管全部换新。该改造方案得到陈先生认同，将于今年供暖季
过后进行。

东锦里一居民卧室暖气片不热
天泰路供热站：改造供热路线 老管全部换新

网约车司机招募现场。 ■本报记者高立红文并摄

武清区崔黄口镇大宫城东村有个废品收购站，堆放大量易
燃物品，且最近越堆越多，每天十几车。这里与民房相连，天干
物燥，极易产生火灾。近日，市民丁先生向天津日报热线
23602777和北方网“政民零距离”反映说，村民反映多次无果，
希望清理。

接到反映，记者于1月19日赶到现场。大宫城东村在津
围公路边，该废品站在村东，津围公路北侧。迎面看到大量
的印花卷纸，有几米高，还有装在编织袋里的纺织品零头。
一辆大货车上，印花卷纸装了一层楼高，还有工人操作铲车
不停地往上装。记者现场观察，该废品站周围除了公路一侧
外，全是民房。

该废品站负责人苏成安出具的营业执照显示，天津鑫旭源
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崔黄口镇是地毯之乡，
苏成安说，他这个废品站收的主要是地毯边角料，印花卷纸是为
地毯印花用的。

大宫城东村党委书记、村主任宋波说，苏成安干这个废品收
购站，村委会此前要求其日产日清，近期废品送不出去，导致积
压严重。村委会已责令其尽快清除。

记者向崔黄口镇政府进行了通报。崔黄口镇散乱污治理办
公室主任刘德林很快回复说，镇政府已责令该废品站立即整改，
并通知村党委协助该废品站搬到合适的地点经营，要求相关设
施必须达标。

大宫城东村废品收购站存隐患
崔黄口镇政府：协助其搬到合适地点经营

义海菜市场周边占路摆卖

河西区解放南路一处工地上苫盖的防
尘网，被大风吹起，挂到树上、灯杆上，随风
飞舞，有些危险。 本报记者刘连松

荣乌高速小孙庄收费站出口与津王路
交口，一个大型交通标志牌倾倒在中间隔
离带上。 本报记者赵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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