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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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立红

今年3月16日，市消协对我市10余家电影院进行了约谈，
这些影院承诺提供免费3D眼镜，不再强迫消费者自费购买或
携带。时隔仅一个月，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多位市民反映，
金逸影城无视消协的警示，又开始对3D眼镜收费了。

市民刘先生说，他前几天和朋友去金逸影城观看正在上映
的3D电影，工作人员告诉他，3D眼镜需要自备或者购买，他不
能接受，“既然上映的是3D电影，影院就应该提供可以看清楚
画面而必备的3D眼镜，怎么能让消费者花钱买呢？”

4月14日，记者分别联系金逸影城南开大悦城店和奥城
店，咨询有关3D眼镜的事宜。“您可以自备，或者在影院购买，5
元一副。”大悦城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而奥城店情况相同，只不
过3D眼镜的价格变成了每副3元。记者登录大众点评网，金逸
影城在市区的大悦城店、奥城店、鞍山西道店、西岸店都在3D
电影购票页面清楚地标注着“3D眼镜3元或者5元一副，可自备
或购买”。而在天津金逸影城微信公众号上，也提示消费者自备
或者购买3D眼镜，并写明了3D眼镜的售价。

市消协投诉部主任陈云奎表示，影城不提供3D眼镜侵害
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
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
易行为。3D电影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产物，借助3D眼镜使消费
者看到立体的画面，使消费者有更好的观影体验。没有3D眼
镜，消费者看到的是两个重叠的电影画面，不仅没有立体效果，
连最基本的观看要求都达不到。影城销售3D电影票，就要保
证消费者能够看到3D效果的电影，不管采用何种技术或需要
何种设备都应由经营者提供。提供免费的质量合格且符合卫生
标准的3D眼镜，是影城提供观影服务不可或缺的环节。

金逸影城天津地区总经理申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影
城目前的确在出售3D眼镜，但也免费提供，给消费者多种选
择。“那为何工作人员不明确向消费者说明？记者在影院里也没
看到张贴任何提示？”对于记者提出的质疑，申微调查后承认影
城确实存在问题，未向消费者说明除了可购买3D眼镜之外，还
有免费3D眼镜可供选择的情况。即日起，金逸影城的所有门
店立即整改，均免费提供3D眼镜。

4月6日，南开区体育中心街金谷园20号楼1门居民刘先
生向北方网“政民零距离”和天津日报热线23602777反映污水
跑冒的问题：“一出楼门臭烘烘的，生活严重受影响，天气越来越
热了……”

4月7日下午，记者来到现场。离该楼1门还有一段距离，
就闻到一股臭味。走近观察，楼门前的空地上，一个排污井盖附
近有一片大约十几平方米的污水，臭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居民经过此处，都踮着脚绕行。

记者继而来到金谷园社区居委会，孟广凤书记接受采访说，
居民早在几天前就向居委会反映过这个问题，经居委会协调，维
修师傅到场开槽检查，确认为一处管道弯脖处损坏所致。在此
之前，居委会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打扫，记者见到的现场，已
经是打扫后的了。“金谷园是入住二十多年的老小区，公共设施
年久失修老化严重，经向街道请示，决定动用大维资金维修，由
承担该小区准物业管理的福润物业公司作为主体，代为履行申
请使用手续，居委会全程监督。”

呼声·随手拍

楼门前污水跑冒影响居民生活
金谷园居委会：管道损坏，将动用大维资金维修

我们的房子地基为何泡在污水里？

华润橡树湾业主质疑房屋有质量问题
■本报记者黄萱

天津日报：
我们是东丽区华润橡树湾八期仰润轩

别墅区业主，2018年6月我们陆续购买了该
楼盘预售房屋，2020年11月办理了交房手
续，小区业主拿到房屋钥匙后发现，强、弱电
箱内布满水珠，有的汇聚形成细小水流，已
经洇湿墙面，留下明显水印，甚至出现生锈
现象，水珠布满插座电源的周围，有明显安
全隐患，随时有触电危险。

调查水珠来源时，有的业主意外了解
到，房子一层地下有个空间，于是就将一层
地面打开一个豁口，发现房屋地基均泡在污
水里，水深达到1米，水体浑浊。仰润轩别墅
一层楼板下没有地下室，但华润地产未做回
填土填满和夯实，留出2至3米高的挑空空
间。2020年11月22日，天津下了一场小雨，
可以明显闻到电箱附近有恶臭味，房屋基础
部分的积水水位出现明显上升。

我们业主住在泡水的房子里，觉得安
全没有保障。希望开发商将泡水问题解
决，让业主安心入住。

业主王先生等人

接到反映后，记者来到王先生的别墅

现场查看，强、弱电箱在别墅一层，箱体和电
线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水珠，墙面也有水印，仰
润轩别墅与其他房子不同，一层地面并非直
接接触土地，而是有个地下空间。从房子地
面的豁口往里看，地下空间有2米多高，像是
未建成的地下室，靠近顶端位置铺设了各种
管道，下面满是浑浊的积水，且有阵阵难闻的
味道。“听说最初开发商是要建地下室，但没
有获批。”王先生说，看到之后业主吓了一跳，
如果房子长期泡在水里，地基出现问题，房子
沉降，该怎么办？但是，业主的担心，开发商
并不当回事。

记者联系开发商华润地产橡树湾项目，
工作人员张先生回复说，地下积水不会对主

体结构造成安全隐患。他给出小区设计单位
的回复：本项目所在地区地下水位较高，出现
部分构件与水土接触是属于正常现象，也是
无法避免的。设计过程中已经按照国家标
准采取相应措施，混凝土及钢筋耐久性能够
满足规范要求。

对此回复，业主们并不认可。业主王先
生说：房子是否会出现沉降，或是因积水导致
的其他问题，可能需要多年的考验，“等几年
或者十几年后，房子过了质保，出现问题，我
们该去找谁？”

房子地面以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地下空
间？这个地下空间，是什么用途？记者多次
联系开发商华润地产询问原因，对方称：“设

计院图纸就是这么出的，住建委和规划局也
是审批通过的，可能考虑地下结构的问题
吧。”对于建设地下室未获批的问题，记者联
系了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建
管科的滕先生介绍：“从规划审批上是没有地
下室的，开发商也没有申报过。地下空间只
是建筑设计上的一种形式。”
记者咨询了天津城建大学材料与工程学

院副院长张磊教授。张磊介绍说，混凝土长
期被水浸泡，承载力会有所下降。这需要看
在建设过程中有没有考虑到地下水的影响，
使用耐水性较好的混凝土。张磊说：“这个问
题也与地下水的水位有关。在地下水上升下
降的过程中，会对混凝土的结构有影响，长期
浸泡在水中，混凝土表面是一个饱和水的状
态，在水降下去之后，混凝土表面干燥，水分
蒸发，蒸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收缩开裂，另外
上升和下降过程中有压力，压力也是会对混
凝土结构有影响。”
东丽区住建委质量安全监督支队支队长

李德军介绍说，最初开发商给出解决方案，是
用发泡胶将线管冒水汽的地方堵死，但存在
火灾隐患。“我们也咨询了市住建委的相关专
家，专家建议积水部分应用土回填，表面看不
到明水，保护地基。电箱水汽应用防火性能
好的材料，例如防火泥之类，从地下堵住，彻
底解决。”
记者多方联系开发商华润地产，对方称

已经确定整改方案，进行素土回填。目前已
经施工，预计5月30日完工。

▼ 读者来信

天津日报：
我住河西利民道附近，本人眼睛不太

好，为视力残疾四级。前不久，我按照平时
遛弯儿习惯，沿着利民道南侧的人行道，由
西向东方向行走，走到利民道和隆昌路交
叉口（现在的河西区财政局门口），突然掉
入一口水井内。在路人帮助下，从井内爬
出，才发现该井没有井盖。在医院做了检
查，有一些擦伤。我年纪大了，眼睛也不
好，问了几家单位，都不知道该处水井由谁
负责。希望媒体能调查清楚，尽快将井盖
修好，做好日常养护。

反映人陈先生

记者联系到天津市水务局市排管中心
下属的排水五所，该所工作人员现场勘察
后，告知记者，根据《天津市排水管理条
例》，该水井并非市排管处负责，应由产权
单位负责日常维护；记者随后找到河西区
城管委下属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该中心下
属单位河西区排管所勘察后告知，该水井
现由河西区财政局使用。记者随后将井盖
伤人一事反映给河西区财政局，该局工作
人员快速与陈先生取得联系，做好安抚工

作同时，积极查找管网图纸和相关台账。
“我们是2020年10月才刚刚搬到此处，之
前的单位并未移交相关图纸和台账，去档
案馆和建设方查找该井产权，由于该房屋
建设年代较早且多次易主，也没找到相关
信息。”该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为此
事也多次与排水部门沟通，希望尽早确定
水井产权。
记者将“水井产权难寻”这一情况再次

反映给市水务局排水监督管理处，工作人
员韦劲松告诉记者，他们与属地排水所目
前已确认是排水井，按照“先解决问题，再
分析责任”的要求，由市排管中心下属排水

五所与摔伤的陈先生沟通赔偿事宜。同时，
该水井纳入河西区排管所养管台账，由该所
负责日常养护和管理。
河西区城管委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南巡告诉记者，该井虽由河西财政局使
用，经查找未在该局台账上。目前，伤人无
盖井已经修缮完毕。举一反三，他们发现区
内目前还有其他一定数量的无主井，“我中
心将尽快安排专项排查行动，将无主井逐步
纳入属地街道、区排管所或区房管站养管台
账中。”
发稿前记者获悉，反映人陈先生已经拿到

相关赔偿。无主井的专项排查，仍在进行中。

▼ 读者来信

井盖破损产权难寻 市民摔伤无人认领

一些无主井处于失管状态
■本报记者 房志勇

▼ 记者调查

近年来，我市建设的各类公园数量越
来越多，美了环境，也愉悦了周边人们的身
心。可近来，本报热线23602777接连接
到市民反映，家门口的小花园、小公园草坪
斑秃，树木被毁坏，人们在里面活动时经常
尘土飞扬。这些市民家门口的小花园何时
才能真正绿起来呢？

北辰区环瑞路和环景路交口街边小花园
大风天，花园里尘土飞扬

市民张先生反映，北辰区环瑞路和环
景路交口有一个街边小花园，紧邻一个小
广场，面积有5000多平方米。其上有花有
草有树，还有石板小路，是周边几个小区居
民休闲的好去处。可如今花园内草坪大部
分已经斑秃，遇到有风的天气，花园里尘土
飞扬。
4月9日，记者在这个街边小花园内看

到，花园有近一半的面积没有植物，只剩下
黄土地。其中一块四五十平方米的地方被
划出来，四周挖出小沟槽，成为晨练人群练
太极的场地。有相邻的大树也被捆上了棍
子，成为人们压腿和做引体向上的“器
械”。在小花园里走了一圈，记者鞋上就浮
了一层土。
住在江南春色花园小区的周女士告诉

记者，早上小花园里有很多人来晨练，下午

幼儿园放学后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小花园
玩，“在这里面玩一圈，那小孩子裤子上、鞋子
上都是土。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好的小花园，
好多地方连草都没有，缺乏维护，真是可惜，
希望能好好改造一下。”

南开区淦江西里9号楼侧面社区小花园
草地秃了、小树死了、长椅坏了

家住南开区淦江西里的刘先生反映，小
区内有个不大的小花园，是居民们平日休闲
的好去处。最近几年，小花园的利用率越来
越高，但维护不到位，草地秃了、小树死了、长
廊长椅也破旧不堪，“花园内的体育器械是
2014年安装的，到今年使用7年了，是不是
也该换新了？有些器材生锈，我们居民担心，
长期使用会存在安全隐患。”刘先生说。

4月11日，记者来到淦江西里，9号楼侧
面就是刘先生说的小花园。花园面积不大，
树木、长廊、健身器材应有尽有。记者走了一
圈发现，花园中大面积草地枯萎，几乎看不到
一整片草地。多棵矮树叶子枯黄，甚至已经
枯死。多个长椅生锈，椅面木板缺失。花园
里的长廊是象棋爱好者的乐园，但因年久失
修，长廊多处出现裂痕，支撑的钢架也生锈，
十分危险。体育锻炼器材部分已经生锈，有

些使用中还会听到“咯吱咯吱”的声响。
居民李女士说：“有这个家门口的小花园

特别好，大家有个遛弯儿锻炼的地方，希望管
理部门能好好维护修缮。”

河北区王串场公园
草地石子路“变身”黄土石子路

市民宋女士反映，她每周末都要带小
孙子到王串场公园玩，可近来公园内绿地
的草很稀疏，沙池里面也都是垃圾，公园缺
乏维护。
4月11日，记者来到王串场公园，这里

人头攒动，三五成群的老年人围在一起锻炼
身体，不少孩子在玩耍。公园分区很清晰，健
身、足球、门球、跳舞区等被划分出来。但整
个公园的设施老旧，绿化也少。
从公园正门往里走50米左右，在健康教

育宣传栏下，部分黄土裸露，草地上的草稀
疏。继续向里走，在一片草地上，零星长着几
根小草，本应是铺在草地上的石子路，如今成
了黄土地上的石子路。公园座椅背后卫生
纸、塑料袋散落一地。封闭的足球场里还可
以看到乱扔的烟盒。在小朋友们喜欢的沙池
里，有不少废旧的口罩、食物外包装和用过的
纸巾。
“附近就这一个像样儿的公园，每天来公

园遛弯儿的人不少，可绿地里草没多少，设施
也维护不到位，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管理。”
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武先生说。

家门口的小花园不“靓”了■本报记者韩爱青黄萱赵煜文并摄

房屋地下空间内的浑浊积水。（照片由业主提供）

王串场公园内的垃圾。

金逸影城观影强收3D眼镜费
市消协：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河北区胜利路与民主道交
口，行道树上悬挂许多节日彩
灯，但是有的电线已经垂落到地
面，影响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

本报记者 刘连松

西青区大寺玛歌庄园别
墅区内，部分违规扩建别墅被
叫停后闲置，违建部分没拆
除，更没恢复原状。

本报记者 高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