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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之声

大麦微针植发“妙招”不妙
“仅限男性使用”
药品致女士汗毛加重 诊所已受监管部门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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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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园迟迟不通燃气
■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 读者来信
我和丈夫都有不同程度的发际线高、
头发稀疏等问题，总觉得不好看，
想找家正
规的植发诊所改善发量。2020 年 12 月底，
我经朋友介绍，来到位于红桥区西营门大
街的大麦微针植发医疗美容诊所。销售人
员说他们是全国连锁，信誉有保障。于是，
在其劝说下交了 25000 元治疗费。其中包
括我和丈夫的植发，以及后续治疗费用。
植发以后，大麦的李护士给我拿了几盒米
诺地尔搽剂和口服药。叮嘱我说，米诺地
尔搽剂我和丈夫都要涂，口服药只能我丈
夫使用。还表示，一定要涂抹在头发种植
区，才能促进头发新陈代谢，
让毛囊在血液
里面吸收更多营养。回到家，我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米诺地尔搽剂上面写着“本品仅
限男性使用”
，
我第一时间联系大麦给我药
的护士，她说不用管上面写的，
这款药男女
都可以使用。
坚持使用一个来月后，我发现，
植发区
没有长出什么头发，脸上、
胳膊上、
手背上，
反而都出现汗毛加重的问题。我微信联系
了大麦医护人员，她说使用米诺地尔搽剂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称我吸收太好了。她
表示这个药确实会引起多毛症，停药后，就
可以慢慢恢复。
但是，我停药一段时间后，
汗毛加重的
现象却越来越严重。我到南开医院皮肤科

就诊，医生检查后表示，
汗毛加重原因就是这
个米诺地尔药物导致，建议立刻停药。当我
问到什么时候能好时，大夫称不能确定，至少
要半年以上。我上网查询得知，这种药其实
还有一种建议女性涂抹的，剂量相对要小，但
大麦微针植发却没有提供，坚持说这个药没
问题，是我个人吸收的问题，
只要停药就行。
作为女性，植发本就是为了美，为了好
看，现在植发的地方没看见长出多少头发，反
而身上其他地方的汗毛变重，连丈夫也都不
敢再涂抹这个药了。
读者 王女士

▼ 记者调查
记者来到西营门大街的大麦微针植发
诊所采访时看到，该诊所分为两层，外墙上

写着“科发源植发”，门口两侧也挂着“天津
科发源医疗美容”，以及“天津科发源植发
技术研究中心”的牌子。进入该店，左侧挂
有科发源植发专家联盟的照片，旁边摆着
的广告牌写有“大麦微针植发”的字样。该
诊所负责人王某解释称，科发源是全国连
锁，天津是 2018 年开业，2020 年更名为大
麦，只不过牌匾还没更换。记者从大麦微
针植发官网上查询得知，大麦微针植发已
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城市成立
了三十多家诊所。
记者询问“写有本品仅限男性使用的药
物为什么给女顾客？”王某称，用的是正规药
品，他们一直都是这么用药的，据她了解，像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人民医院这样
的三甲医院也是这样使用的。
“ 为什么反映

人会出现汗毛加重问题？”王某回复，很少出
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体质不同，吸收原
因导致，需要时间代谢，停药一段时间会有
好转。王某告诉记者，负责手术、开药的医
生都有相关的从业资质，一直与反映人在微
信上通话的都是客服人员。当记者想了解
详细的用药依据等问题，王某表示可以让专
家给记者讲解，截至发稿，记者并没有接到
相关回复。
采 访 中 ，市 第一 中 心 医 院 相 关 负责 人
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市第一中心医院皮
肤科曾主任告诉记者，他们也会给患者开
米诺地尔搽剂，但对于初诊患者，女性会使
用含量为 2%的，男性使用含量在 5%的，而
且要叮嘱患者，涂抹完了以后要立即洗脸
洗手，枕巾也要每日更换，否则就会出现汗
毛加重等问题。曾主任表示，医生在开药
中，必须要遵循药品的使用说明，以及行业
中疾病治疗的指南。像这种“本品仅限男
性使用”有明确标注的药品，肯定是不能给
女性使用。
记者将情况反馈给红桥区卫生监督
所，引起监督所重视，经现场调查发现，天
津红桥科发源医疗美容诊所工作人员王某
姣存在未按规定书写处方和未按照药品说
明书中的适应症开具处方的行为；此外，天
津红桥科发源医疗美容诊所还存在使用未
取得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从
事处方调剂的行为。据此，分别对王某姣
和天津红桥科发源医疗美容诊所给予行政
处罚。

海河回音

《电动自行车充电隐忧如何破解》后续

小区建电动自行车
本版 5 月 27 日刊发了“天津文化中心
广场售货亭拼音有错误”的报道，引起相
关部门重视，工作人员已将错误拼音全部
改正。
本报记者 刘连松

呼声·随手拍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5 月 27 日，本版报道了《电动自行车充
电隐忧如何破解》一文，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昨天，记者从市住建委获悉，全市物业
服务企业将对所在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摸
底调查，迈出推动小区建设电动自行车停
放场所和充电设施的第一步。此外，小区
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可
申请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

居民热议
新措施要有可操作性

东丽区外环东路津汉立交桥下，机动
车在绿地上随意乱停，绿地被轧秃。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河东区红星路与井冈山路交口，6 辆
早餐车摆放在人行道上，其中 3 辆车占压
了盲道。
本报记者 韩爱青

针对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的舆论焦
点，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近日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
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各有关部门打
好“组合拳”，切实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
理，并建立长效机制。通知中要求加强停
放充电监管，如街道、物业等将禁止电动自
行车“进楼入户”
“人车同屋”
“飞线充电”等
行为写入防火安全公约，推广安装防止电
动自行车进入电梯的视频监控系统，引导
群众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各级住建部门
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
停放场所和具备定时充电、自动断电、故障
报警等功能的智能安全充电设施，以技防
手段提升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水平。
上述通知的出台，市民们拍手称快。
不过，也有市民指出，该通知与应急管理
部等五部委 2019 年 9 月下发的《关于进

停放场所
充电设施

可用专项维修资金

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的通知》类似，
“ 颁布至今快两年了，很多
内容都没落实，希望今后能推出更多细化
的、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切实解决充
电难问题。”
与此同时，连日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尽管消防部门在各小区都张贴了禁止
电动自行车上楼的通知，但是，并没有见到
明显效果。5 月 31 日，记者在北辰区环瑞
北路江南春色花园小区看到，该小区居民
还是把电动自行车直接推上楼，在楼道或
家里充电。记者在该小区多个楼道内看到
停放有电动自行车。车主张女士说，她也
害怕，可怎么办呢？
“电动自行车上下班、接
孩子都要用，不能不骑，小区里没有充电设
施，不在家里充电去哪儿充呢？希望小区
赶紧建充电设施。
”
6 月 1 日，记者在南开区湖镜道照湖里
小区看到，
几乎每个楼道内都停放有电动自
行车。有居民直接从 4 楼或者 5 楼窗户接
出电线到楼下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小区有
存车棚，
但没有正规的充电设施。李先生居
住在和平区，
小区没有电动自行车棚和充电
设施，出于安全考虑，他每天把电动自行车
骑到单位充电，
“希望有条件的单位，
也应该
承担起社会责任，
建设充电设施。
”

市住建委
要求物业征集居民意见
采访中，车主、居民和网友们都认为，
要解决电动自行车充电隐忧，最根本的是

小区要建设完善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
充电设施。那么，针对此项内容，我市住建
部门近些年来做了哪些工作？今后又有什
么具体举措？记者采访了市住建委。
市住建委物业处四级调研员黄学军表
示，该委已经关注到电动自行车充电这一社
会热点，将对全市物业管理项目开展抽查检
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对电动自
行车‘进楼入户’
‘ 人车同屋’
‘ 飞线充电’等
行为进行劝阻并张贴公告进行提示”。一旦
发现有不达标的情况，将要求物业服务企业
整改，不整改则将扣除其信用评价评分。同
时，要求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对所在小区的电
动自行车情况摸底调查，征集居民对规范电
动自行车的意见，及时将情况反馈到社区党
组织，迈出推动小区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
所和充电设施的第一步。
黄学军说，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
和充电设施，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很多，需
要各部门共同努力来实现。建设电动自行
车棚和充电设施，还是需要社区党组织和
居委会来牵头，因为这涉及选址、资金等问
题，需征得业主同意，
“ 物业只是一个服务
企业，但我们会要求物业积极配合社区来
做好这件事情，并加强后续管理。”
近期有不少社区和物业咨询，是否可以
启动房屋维修资金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
和充电设施？对此，天津市住房保障服务中
心维修资金使用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只要
符合法定申请程序，获得规定数量业主的同
意，可以启用专项维修资金或应急解围专项
资金。

开发商与燃气公司协调 计划 6 月中旬试点火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李先生反映，
他入住宝坻区周良街锦绣香江郁金
香园三年多，一直没有通燃气，平时做饭不便，
“反映问题多次，
一直没有解决，到底我们何时才能用上燃气呢？”
李先生介绍，2018 年，他购买了郁金香园小区的房子，小区
至今没有通燃气。几百户居民有的用电磁炉做饭，有的用液化
气罐，很不方便，且存在安全隐患，
“ 为了解决居民们做饭的问
题，物业联系了一家公司，定期来给大家换液化气罐，但搬上搬
下，费事不说，也不安全。”李先生多次投诉到宝坻区政府，相关
部门每次都回复他过段时间就会开通，
可至今一年多过去了，还
是没有动静，
“是否能给业主一个准确的开通时间？”
记者联系采访宝坻区城管委，该委燃气所郭所长表示，郁金
香园小区因为入住率低，未能及时通燃气。现在则是因为长时
间未通燃气，需要对燃气管道进行全面检查和维修，而这个费用
究竟由谁来承担，小区开发商天津市森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
津燃华润公司之间存在争议。经协调，现在两家公司已达成一
致，郁金香园计划 6 月中旬试点火。

高高兴兴买家具 别别扭扭开发票

金海马家具城开票难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本报热线 23602777 日前接到读者路先生反映，自己在金
海马家具城一家商户购买家具，但是该商户迟迟不给开具发票，
找到金海马家具城客服部门，被告知只能双方自行解决。路先
生对此难以理解，销售商品依法纳税，是正常的经营行为，为何
这家商户就不愿意开发票呢？
采访中，路先生告诉记者，2020 年 12 月 31 日，他从金海马
家具城河东店内一家叫
“迪世乐园”
的商户处订购一套榻榻米家
具，总计 15000 元，签署销售合同后，通过微信付款。
“当天晚上
6 点左右定下来的，家具城已经下班，售货员申女士说转她微
信，第二天她再给金海马家具城，我相信了她的承诺，转给她
8000 元。到 2021 年 1 月 6 日，将尾款 7000 元又转给对方，直到
今年 4 月份，家具送到家，他们也没给我开发票。之后，我多次
找对方索要发票，他们说是销售个人定制家具的从不开票，只有
二楼卖办公家具的才开票。
”
路先生对这个说法不能接受，
“我找
到金海马家具城的客服部，该部门负责人告诉我，谁销售谁开
票，由于双方是私下交易，没通过金海马平台付款，所以他们也
没办法要求对方一定提供发票。
”
日前，记者随路先生再次来到金海马河东店，
“迪世乐园”
商
家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们销售的是家庭定制家具，都是个人购
买很少开发票，路先生当时并未说要票，所以给了 15000 元的
优惠价，如果要发票就需补上开票税款。”路先生对这个说法并
不认可，消费者不要，商户就不开票，这是否存在偷税漏税情况
呢？再说，不给消费者发票，如果家具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拿
什么凭据维权呢？采访中，记者发现这并不是个案。有商家表
示，有合同就能维权，
不用开票。
记者随后将此情况通过税务热线 12366 反映给相关税务部
门，热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将会通知属地的税务部门核实。5
月底，路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终于拿到了发票。

于庄道地道桥立面渗水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武清区下朱庄街，津蓟铁路跨于庄道地道桥体立面发生渗
漏，亟待维修。然而，
因为产权管理的问题，
维修陷于停滞。
4 月 20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渗水点位于于庄道南侧，人行
道边的桥体立面上，一人多高的一条水平线上，依次有 10 余个
渗水点，或多或少向外渗水。一头一尾最严重的两个点位，渗出
来的水在地面上形成积水片，影响行人通行。积水是污水，部分
有绿苔，在部分渗水点位，也已经凝聚了绿苔。从这些迹象推
测，这里的渗水时间已经不短了。
记者联系属地武清区下朱庄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了解后
回复说，
街道网格员已发现这一情况，
这个点位对应的地面地势比
较低洼，
稍有下雨就会积水，
导致桥体立面渗水。这个铁路桥的产
权不在地方，
街道正在联系北京市铁路局，
如果对接成功，
哪怕在
对方许可的前提下代为维修，
下朱庄街也将立即安排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