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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泉被拆 电梯不开 瓷砖脱落 地面坑洼

业主质疑凤水园商业街物业服务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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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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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换路灯一年没动静
城市道路管网公司：将在年内实施

■本报记者高立红文并摄

天津日报：
我是河西区梅江街凤水园商业街业

主，上海文化银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
分公司从2005年街区建成就开始管理街
区物业，连街区卫生都不好好打扫，利用街
区资源赚钱却挺带劲，物业收支从未公示，
就是一笔糊涂账。

我在这里经营火锅店十几年，所用商
铺是我妹妹名下房产。买房第一年，妹妹
想把房租出去，出租小条贴在自家商铺墙
上，迟迟接不到电话，后来才知道，原来小
条被物业的人撕了。再去发现，门前摆了
好多瓷器。瓷器商人说，他们向物业交钱
了，一个月3200元，一租两个月。

一年后，我开始自己干，陆续发现问
题。门前喷泉池，本是不错的景观，后来被
拆掉，喷泉池被填平铺上地砖，租给一个商
家干烧烤，一度搭起十几个蒙古包，搞得整
个街区乱哄哄。电动扶梯，全停用了，电梯
也没剩几部。这个街区有三层，没有电梯，
客人就会少，看起来省了电费，实际上损失
的是全体商户的利益。

这个商铺2006年购买时花了600多万
元，比同时期同地段住宅用房贵约两倍，物
业费每平方米 9元多，每个月物业费就
2700多元，一年下来就是3万多元。可是，
物业公司只管打扫卫生，弄几个保安转悠
转悠，而且保安人数越来越少，街区曾发生
过夜间入室盗窃案，后来才知道，案发时，
保安亭只有一个女保安在睡觉。24小时
保安服务就是对付。

物业服务日益缩水，物业费照收，物业公
司利用街区公共资源赚钱的招式也日益丰
富，公共部位贴广告赚广告费，还建起收费停
车场。我在规划部门查过，街区只规划地上
停车位31个，现在被退绿硬化弄出200多个
车位，成了收费停车场。街区公共空间归全
体业主所有，物业公司擅自收费合适吗？

这些年，物业公司从未向业主公示过
收支情况，街区公共设施越来越破烂，物业
费一点不少收，还要利用街区公共资源赚
钱，这些钱都花在哪了？也不给业主们说
明白。很多业主都想把物业公司换掉，但
因10多年来迟迟成立不了业主委员会，也
就没法更换物业。物业公司不干活，业主
们有意见，不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就年年去
法院起诉，法官调解就是走形式，让业主们
按九折标准把物业费交了，可物业管理不
到位，却一直没人来纠正。 反映人石先生

3月8日下午3时许，记者来到凤水园商
业街。这个街区位于河西区珠江道、九华山
路与友谊路之间，是梅江中心地带，地理位置
优越，整体设计考究，既与九华山商业街融为
一体，又在风格上有所凸显，曾是天津市民业
余休闲的好去处。
但眼下的凤水园商业街公共设施破旧，

环境脏乱。台阶、外墙立面瓷砖脱落随处可
见，所有电动扶梯全部停用，是否具备使用
功能不知，电梯能用的也不多，靠近九华山
路一侧的一部电梯，门前堆有不少杂物。商
业街区中间的“喷泉”广场空荡荡的，地面上
的面包砖破破烂烂，大大小小的坑，在阳光
下很是明显。记者沿“喷泉”广场原有的廊
道向百饺园一路走过去看到，百饺园一侧的
地上一层“喷泉”广场上，陈旧的设施锈迹斑
斑，“池”底存有多片黑绿色污水，边缘长有
大片的绿苔。
记者又下到位于地下一层的“喷泉”广

场。近看环境更加不堪入目。一池积存的污
水中，绿苔茂盛生长，包裹着泡沫板、垃圾袋、
废弃建材等不可降解垃圾。池水上方，一根
水管漏着水，漏出的水不停地滴到池中，为污
水扩容。不知这跑漏，谁来埋单。
10时许，街区内的商铺大都静悄悄的。

多个商家门前路面油污成片，踩上去黏糊糊
的，有的餐厨垃圾桶没有盖，敞着口，所有垃
圾未能严格分类存放。地下一层，多数商家
停业了，一片冷清的同时，卫生死角也不少。
广场上，接连几堆狗屎，不见有人清理。原来

的景观廊道下，景观灯的玻璃盖板有的翘起，
有的松动，还有的被挪到一边，与地面上大大
小小的坑洼一起，构成安全隐患。景观灯池
内，成了垃圾积存地，还长出一小片野菜。

地下一层东北角有一个装有棉门帘的
公共设施间。记者掀开帘子，随即被一股浓
重的尿臊味呛到鼻子。一路走进去，来到地
下停车场。偌大的空间，只有几辆车，几盏
照明灯发着昏暗的光。停车场与地下公共
管道间相隔一堵墙，透过墙上的缝隙，记者
看到，一根直径约20厘米粗的金属管道被
锈迹包裹。

石先生发来的照片等资料显示，街区
中间原有的喷泉池景美水绿，周边小商铺
面向喷泉半圆形敞开，颇具江南特色，与记
者在现场看到的陈旧呆板的广场相比，相
差巨大。“喷泉和扶梯开了两年多就没了，
是老化吗，显然是物业维护不到位。”石先
生气愤地说。

记者随机采访了街区内的几家商户和业
主，对物业公司的服务，大家都表达了不满：
“物业费每家一年就三四万元，连卫生都不好
好打扫，还谈什么其他服务？他们的钱太好
挣了。我们想换物业公司，却不知道从何处
着手……”

记者来到街区物业办公室，意欲采访前
台工作人员，被告知：“去后面找主事的，姓
张。”张女士表示，这些问题石先生说过多少
遍了，“我本人还给他解释过，他听不进去。”

张女士的回答简短而“规范”。关于小条
被撕，答案是：“没有证据证明是我们员工干
的。”关于瓷器商人交费摆卖，“没有证据证明
公司收过这笔钱。”记者问：“即使物业账上没

见到钱，物业公司能允许他人在街区随意摆
卖吗？瓷器这样的商品，如果没人允许，能进
来摆卖吗？”张女士说：“年头太长了，我当时
还没来……”

关于喷泉被拆、电梯停用，张女士说：“街
区没有大维基金，后续维修均靠物业费，设施
老化了，维修费太贵，所以拆除或停用。”至于招
贴广告收费，回答是：“街区现有广告全是商家
自己打的，宣传自己店铺的。”关于停车场，张女
士回答：“停车场的建立是走了手续的，停车收
费合理合法。停车场为每位商户留了一个车
位，免费停车，商户进货，也尽量照顾……”记
者希望对方出示停车场手续，被拒。

记者希望对方留一个手机号码，以便进
一步核实。但张女士说自己就是个收费的，
不便透露姓名，项目负责人姓林，可以转告林
经理联系记者。但截至发稿，记者从未接到
林经理的电话。

3月9日上午，记者找到街区物业公司
负责人胡祝帮的手机号码，拨通电话，对方
说，自己是胡祝帮，但不是负责人，“我就是
代理律师。”记者问可否转告，对方表示可
以。接下来，对系列提问，他没再说一句话，
记者此后也没有接到该公司负责人打来的
电话。记者在天眼查看到，胡祝帮是上海文
化银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

凤水园的物业管理服务能否得到提升？
物业公司一管就是10多年，但业委会迟迟不
能成立，业主不满意也换不掉，街道居委会能
否代行职责，听取业主意见，督促物业公司整
改？本报与河西区政府职能部门正在积极协
调，并将跟踪报道。

本版3月4日、3月11日连续刊发有关
京东商城涉嫌欺诈消费者的报道，披露了京
东商城虚标液晶电视尺寸，涉嫌欺诈消费者
的情况。报道刊发后，社会反响强烈，读者
对京东“屏幕缩水、涉嫌欺诈”的做法提出批
评，不料，随着调查的深入，事态的发展愈加
变得离奇。自称涉事液晶电视厂家广州创
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的陶先生致电
本报称，“我也是受害者，京东卖的不是我的
电视，是在冒用我的牌子。”至此，京东商城
的行为已经变了性质，不再是简单的欺诈，
而是更严重的涉嫌售卖三无产品。

自称“广州创响”负责人
京东卖的液晶电视是假货

报道见报后，一名自称陶先生的人联
系本报，说他是广州创响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这家公司就是田先生购买的液
晶电视铭牌上所显示的制造商，记者从天
眼查核实，来电号码确实是该公司在工商
部门登记的联系电话。陶先生表示，从网
络上看到本报相关报道，公司高度重视，经
过公司鉴定，消费者田先生购买的该款液
晶电视不是广州创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产品，该公司与销售方京东商城耀扬电器
专营店也没有合作关系。对于京东商城耀
扬电器专营店销售假货等情况，公司已经
报警维权。

记者仔细核对京东的这台液晶电视发
现，标称是长虹牌，但是标识混乱。外观并
没有任何长虹的标识，电视屏幕下边框正中
只有一个VI的英文字母，电视背面贴有产
品铭牌和能效标识，能效标识上应该有生产
者名称和产品规格型号等内容，但是这个能
效标识上只有能效等级、能效指数等数据，
并无生产者名称和产品规格，根本无法判断

所贴的能效标识是否对应这台电视。
京东卖的4万多元液晶电视，不仅仅涉

嫌虚标尺寸，难道连牌子都是假的，是彻头
彻尾的三无产品？对此，记者第一时间向京
东商城求证，该商城工作人员表示，“此单货
品是否为冒牌货的问题，我们正在向耀扬电
器专营店了解情况，督促商家核实反馈。”截
稿前，京东商城未反馈进一步调查结果。
记者多次拨打京东商城耀扬电器专卖

店电话，核实该产品是否冒牌，但始终无法
接通。

天津明孚律师事务所
愿垫付前期费用，帮受骗消费者维权
消费者田先生表示，京东商城涉嫌欺

诈消费者的案件，已经委托天津明孚律师
事务所依法维权。该所律师武小洁介绍，
接到消费者田先生的委托后，律所已经向
京东商城以及所有涉嫌消费欺诈的侵权主

体发出声明，要求京东商城在公开媒体平台
对田先生以及广大消费者进行道歉；要求京
东商城主动下架所有此类不合格产品；并主
动召回所有已销售的此类不合格产品，并对
广大受害消费者进行赔偿。

田先生将京东商城（北京京东叁佰陆拾
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浙江耀扬电器有限
公司、广州创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列为连带
赔偿的被告人，要求退还货款4.81万元；三
倍赔偿14.445万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
神损失费100万元（作为打假基金）和本案律
师费20万元。

与此同时，武小洁律师表示，天津明孚律
师事务所为维护广大受骗消费者的合法利
益，决定“将接受所有此类案件的维权委托，
为遭受权利侵害的消费者办理相关维权事
宜，并垫付前期的维权费用”。欢迎广大受骗
的 消 费 者 拨 打 该 所 电 话 23523318/
18622200192，咨询求助。

市民杨先生近日打来电话反映，自己
2017年购买的路虎车，在2020年年底维
修的时候发现车辆在购买前就有1000公
里里程，杨先生怀疑这辆车是二手车。

杨先生2017年12月20日在天津惠通
陆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路虎越
野乘用车，总价74万元。购买时商家承诺
三年质保。2020年12月，汽车出保前，杨
先生发现汽车变速箱吊耳损坏，有异响，便
将车辆送到4S店进行维修。“我申请维修
后，工作人员告知，我的车8月份就已经过
了质保期，不能免费维修。”杨先生很纳闷，

要求查看系统，这才发现系统中该车辆车
主的姓名并非杨先生本人，车辆在杨先生
购买前还有1000公里的里程。杨先生将
在4S店看到的信息拍了下来。记者看到在
4S店电脑里的车辆信息显示车主名为范用
海，并非杨先生。另外显示2017年9月28
日之前有1000公里里程。“我花了这么多
钱买了一辆二手车。”杨先生很是生气。

记者联系天津惠通陆华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该公司郑经理称车辆没有问题，杨先
生如果有异议，建议去技术部门鉴定。“如果
杨先生买车的时候有1000公里里程，他肯
定是不会认可的。这样的公里数之前有，后
来没有了也是可以去技术鉴定部门进行鉴
定的。”记者询问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郑
经理称需要技术人员回答。记者又联系了
4S店技术人员何先生，他说：“三包政策都是
以车辆发票为准。车主姓名错误的问题，是

厂商在做系统的时候出现了数据混乱。不会
给客户造成损失。”记者问到系统混乱是只有
杨先生有这样的情况还是其他人也有？如何
保证客户的信息安全？何先生说：“混乱的数
据量我们没有统计。我们的购车发票无法更
改，我们以纸质发票为主。”

记者联系路虎官方客服，按照提示将采
访内容及记者证用邮件方式提交，但至截稿
前未得到任何回复。

▼ 读者来信

▼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刘连松

呼声·随手拍

揭示欺诈行为
维护消费者权益3·15 京东商城涉嫌欺诈消费者后续 商家卖的4万多元液晶电视——

不仅涉嫌虚标尺寸，还是个三无产品？

1000公里里程哪来的？
市民质疑买到二手路虎车

■本报记者韩爱青

日前，市民刘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北辰区汾河
北道、汾河道、汾河南道、淮河南道安装的太阳能路灯亮度低，不
能满足市民出行照明需求。产权单位天津城市道路管网公司
2019年在电视节目中承诺，2020年3月统一将太阳能路灯更换
为市政路灯，可一年过去了，未实施。

刘先生介绍，这四条路的路灯很暗，居民夜晚经过存在安全
隐患。与姚江东路的市政路灯相比，亮度差别大。产权单位承
诺的事情，为什么不兑现？

天津城市道路管网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王欣春表示，四条
道路太阳能路灯已使用六七年，存在电池衰减等问题，亮度确实
不如市政路灯。近期他们先采取临时措施，更换太阳能路灯的
老旧元器件，提升亮度。全市共有40多条路的太阳能路灯需更
换，要统一设计、规划，该工作将在今年年内实施。

①和平区南海路上，一处4米多高监控
设施上的两个监控探头均与支架脱落，仅靠
电线连接，随风摇动。 本报记者韩爱青

②河东区红星路与津塘路交口立交桥
下，一盏路灯灯头倾斜，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韩爱青

③北辰区万科花园路上的街心花园内，
一个3米多高的大型花架杂草丛生，有碍市
容观瞻。 本报记者赵煜

■本报记者房志勇文并摄

日前，有读者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在我市奥林匹克
中心体育场（俗称“水滴”）内，其南门一侧有座移动卫生间，共有
三个可用厕所，然而其中两个厕所门无法打开，另外一个内部粪
便淤积、厕纸遍地，长期无人清理。

3月2日，记者赶往水滴体育场，在一座小型足球场旁看到
这座移动卫生间。“我们经常来球场健身，这里环境好，球场漂
亮，就是卫生间无法使用，让球友们挺烦恼的。而且长期不清理
的话，也存在一定卫生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解决。”一位经
常来此踢球的市民告诉记者。

记者随后将现场情况反映给市体育局的相关部门。当天下
午，体育场主管单位的负责人刘先生给本报回复，三个卫生间已
开始维修。“前几天天气过于寒冷，体育场部分水管被冻裂，造成
卫生间设施难以使用。现在水管已修好，卫生间也将于近期修
缮完毕。”截至发稿前，体育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移动卫生间已
可正常使用。

■本报记者高立红

“小区唯一的出口，通道旁有各种商家，还有一个交警队，处
理事故的车随意停放，加上保险公司的车，早晚高峰，经常堵车，
消防通道也被堵上杂物。”近日，河西区文静里小区居民祁先生
对天津日报热线23602777反映说。

记者到现场看到，文静里小区面向文静路开设的大门被夹
在一个过道里，大门两侧一边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菜市场，另一侧
是居民楼底商，站在文静路上看过去，门前就很拥挤。进入大
门，有约百米长的一条通道，更加狭窄局促。

道路左侧有几家小饭馆，还有一家小超市、一个复印店、一
个快递站。快递站前停了一辆小货车，剩余不大的门前空地上
堆了一地待送的快递件。小饭馆门前除了部分堆物外，还有摩
托车等停放，不时有外卖小哥骑电动车前来取外卖，也要占用空
间。这些小商家的尽头，是交警东风里大队。道路右侧停放有
一排机动车。

如此两侧夹击，道路中间留下来的宽度，仅容一辆车通过。
道路右侧是文静里小区的消防通道，虽然地面上写着“消防通道
禁止占用”的提示语，可门前还是停了一辆摩托车、一辆三轮车
和一辆轿车，还有其他堆放的杂物。三轮车前立了两块牌子，分
别写着“回收家电”和“安装断桥铝”，从牌子和堆物的新旧程度
看，它们在这里的时间不短了。

记者将情况通报给河西区政府后，东风里大队张警官联系
记者说，大队坐落在文静里小区内，前来处理事故的车辆只能停
在小区道路旁，条件所限，附近也没有更好的停车场地，大队能
做到的是让前来处理事故的车主尽量把车停放整齐，快结快走，
避免逗留。至于消防通道，大队已经注意到了，要求事故车主不
得在消防通道前停车。

■本报记者黄萱

海河边人行道地砖多处缺失

文静里小区门口车辆乱停

街区广场狗屎无人清理。池中积存的黑绿色污水。

清扫一新的移动厕所。

■本报记者房志勇

日前，有读者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海河东路沿岸亲
水平台和人行道，多处出现地砖缺失情况。

3月4日，记者按照读者提供的线索，来到解放桥天津站区
一侧的海河亲水平台处。在解放桥口附近的人行道上，一大片
沙土裸露在外，大约有3平方米的地砖踪迹不见。记者环顾四
周，并未发现施工景象。市民们途经此处，只能绕行。居住在附
近小区的市民高大爷告诉记者，“这个情况有日子了，经常有人
来亲水平台钓鱼，不知道是不是这些人拿走了？”在海河东路直
沽桥附近的人行道上，记者也看到同样的情况。

记者就此情况联系相关维修部门。河东区“城市管理综合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沽桥一侧人行道由他们负责养
护。“地砖丢失情况屡有发生，困扰我们很久了。现场勘察过了，
人行道的地砖缺了3平方米左右，既难看又影响通行。我们怀疑
是被个别人偷挖走了。这附近没有摄像头，也无法查看，也只能
派工作人员加强巡查。目前正在备料中，应该很快修补完。”市公
用事业管理局下属的道桥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勘察完解放桥人行
道后，告诉记者，周边还有几块地砖缺失情况，由于该片区域产权
目前还没明确，本着方便市民原则，维修工作由他们先行承担。

截至发稿前，两处缺失的地砖已经维修完毕。

“水滴”体育场移动卫生间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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