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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之声

室内挑高不够剔凿承重梁 水管开槽锯断墙体内钢筋 地暖管面积小且部分破损

花样年地产精装房现
“惊装”
▼ 读者来信

▼ 记者调查
记者从业主们提供的照片中看到，该
小区 83 号楼 2 门 302 室主卧、次卧和洗手
间楼顶水泥大片脱落，其中洗手间楼顶开
裂长达几十厘米。厨房门口和洗手间门口
的承重梁存在二次抹灰的情况，疑似对承
重梁进行了剔凿削薄处理。洗手间，为了
在墙壁内开槽埋置水管，三四根手指粗的
承重墙钢筋被切断。
接到反映后，记者曾多次来到现场。
该项目位于武清区下朱庄街天河路与于庄
路交口。在工地大门处，记者被拦下。看
门的人说，来看施工进度的业主不许进。
经过寻找，记者从不远处施工围挡的缺口
进入了工地。
围挡内，数十栋高层和几排连排别墅
的主体建筑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室内装
修。记者随机进入 57 栋、74 栋、78 栋、79
栋、80 栋、84 栋查看现场，又随机爬上楼梯
进入不同的单元房内查看，每到一处，
都能
看到卧室和客厅的屋顶与墙面连接的地方
有改动的痕迹，改动位置距离屋顶约 20 厘
米。有的房间内，改动过的地方被石膏吊
顶覆盖。
房间内地暖管已经铺设完毕，全部覆
盖上水泥，无法看出地暖管铺设间距。这

▼ 读者来信

台儿庄路海河大观一侧，花坛的装饰
石砖损坏。
本报记者 房志勇

照湖里 11 号楼旁一处台阶破损严重，
有碍市容。
本报记者 黄萱

天津日报
我是津南区双林街仕林苑业主。我小区
旁与津陵路、久盛路间的空置区域上有一大
片违建平房，拆了多年没拆动，
特别是津陵路
边，几乎整条街都是汽车维修洗车业的门脸
房。经营者随意占路停车修车洗车，对周边
环境造成污染。近年来，多次拆违工作开展
后至今仍在营业。津陵路地处河西、津南两
区交界，河西一侧早在两年前就拆了，
进展迅
速。津南这边拆了好几年也没拆完。不知那
些经营者有什么背景。
我们小区是高层楼房，业主每天看着自
家楼下杂草丛生，垃圾成堆，蚊蝇乱飞，甭提
多闹心了。天气一天天热起来，连窗户都不
敢开。这种无人管理的状态，也给仕林苑小
区带来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推进拆
违工作。
读者 王先生

▼ 记者调查

科研西路与大学道交口，一个交通提
示牌损坏倒地。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厨房门口承重梁有被剔凿的痕迹

楼板出现破洞

接到反映，记者于 6 月 1 日来到现场。
开车从浯水道左转津陵路不远，就看到路西
一侧一个挨一个的门脸房，除了几间餐饮类
小门脸房关着门外，大多数规模相对较大的
汽修行业都开着门，有修车、装具、美容、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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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质疑社保卡被银行弄丢

车等业态，绵延几百米。每家店朝向街道的
门面有一两百平方米，后面还有各种车间。
津陵路边，几乎每间汽修门脸房前，都横七
竖八地停了不少待作业车辆，有工人在路边
作业，在人行道上留有片片油污。门脸房对
面的津陵路边，还停着很多车，有的横七竖
八占道，有的被撞得面目全非，落满尘土，显
然也是等着维修或拆卸的。
在
“汽修一条街”
后身、仕林苑小区之间，
有一大片平房，用蓝色围挡圈围。傍晚时分，
围挡上的一扇铁门开了，一辆私家车开了进
去。记者跟进去看到，
院内还有很多平房没有
拆，
除了那辆私家车停放之处有一间屋子有人
生活的痕迹，
其他房间都是空的。很多房门上
贴有一张《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落款是津南区双林街综合执法大队，要求在
2021年2月28日前拆除违法建设。
记者现场采访时，距离通知要求的时限
已经 3 个多月了，为什么这些房子还在呢？
现场看到，这些通知大都已破边发黄，经过几
场风吹雨淋已经没有最初的庄严感。
记者按照该《通知书》上的电话联系双林
街综合执法大队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津南区双林街道办事处 2017 年筹建，而津陵
路边的区域此前就已存在很久了，虽然是历
史遗留问题，但双林街也没有不管。这片平
房和津陵路边门脸房产权归属于市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双林裕达仓储公司和农垦双林
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现场不光有违建，
还涉及
原始建筑危房的拆除问题。双林街道办事处

近日，市民张女士向本报热线 23602777 反映，
她在中国工
商银行王串场支行办理了新的社保卡，
谁知想取卡时被告知社保卡
丢失，
需要到银行补办，
“这么重要的社保卡银行怎么能丢了呢？
”
张女士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她介绍说，企业在工行王串场
支行开户，平时的业务很多。2019 年的时候，她和单位会计去
工行王串场支行办业务时，银行工作人员提出让她换工行的社
保卡，她同意了。因为办卡需要等候一段时间，她恰好有事，当
天没有将卡取走。后来，她想起社保卡还没取，于是让会计咨询
银行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取卡，结果被告知卡丢了，需要她再去
银行补办。
“我那阵子工作特别忙，后来又赶上新冠疫情，就又耽
搁了。”
近期，张女士的身体不适，屡次就医，因为没有社保卡，一
直自费看病。张女士说，社保卡上有个人信息，对她来说很重
要，银行把卡丢了，实在不应该。况且，卡丢了，过错在银行，为
何还要让她上门补办？
近日，记者联系了工行王串场支行。该行负责人杨女士调
查后表示，卡没有丢，两年来，一直在银行，是张女士一直没有来
银行领取。杨女士说，应该是银行工作人员、张女士和其单位会
计之间，在传话和沟通上有误，造成了这次的误会。目前，银行
工作人员已上门服务，为张女士送卡并激活。

天津航空摆渡车拥挤闷热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钢筋被锯断
对于小区业主反映的采暖管间距过大的
问题，武清区住房和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负责人表示，接到投诉后到现场抽查 6 户，发
现 76 号楼一户地暖管铺设间距不足，存在偏
差。执法支队约谈了建设单位，开发商承诺
对现场存在的问题，尽快组织施工单位返工，
保障地暖管间距，并对此情况进行排查。
有业主质疑说，
“执法支队抽查 6 户就发
现 1 户有问题，这么大的小区，地暖管有问题
的房间不应该是个例。这样的工程是如何通
过建设部门竣工验收的？”
截至记者发稿前，该小区多位业主向本
报表示，开发商已经交房，但是交房后，小区
房屋质量问题频出，业主很苦恼。有的业主
家屋顶漏雨，有的房屋内墙不平还起鼓，小区
道路铺装质量差，已经开始损坏……

津陵路
“汽修一条街”
为何难拆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

帮办热线 23602777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也是众多业主担心的问题，
“此事尚未引起有
关部门重视，施工工人铺完地暖管，盖上水
泥，即使有问题也看不到了。”
业主丁女士说。
花样年是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的地产
品牌，总部位于深圳，
在我市有居住项目花乡
家园，还有香年广场、喜年广场等商务综合体
项目。记者拨打花样年在围挡广告上公布的
电话，通报业主关切及现场所遇见的问题。
稍后，花样年武清项目营销负责人赶到现场
后表示，会让工程部技术人员现场调查后回
吊顶大面积开裂
复。此后，记者多次联系该负责人，一个月后
才回复本报。该负责人表示，外露地暖管已
经修复，但否认地暖管铺设间距过大。承重
构，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对于业主
墙剔凿问题，已经制定处理方案，
并与业主进
的质疑，该支队负责人称：
“开发商对这个项
行了沟通。记者问：
“承重梁这么关键的部位
目的承重梁做剔凿、破坏，
是在房屋竣工验收
怎么能破坏呢？”
花样年该负责人答：
“这个不
之后，我们对其监督管理就终止了。这是开
发商自己的行为，不属于支队监管范围，因为
能算是破坏，就是混凝土浇筑偏差对结构进
这是在房屋竣工验收之后。”他解释称，这个
行了剔凿，剔凿后进行专业修补，
绝大部分开
发商都有这种情况。
”
问：
“业主反映有的卫生
小区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登记中，申报的是
间墙壁开槽把钢筋切断？”答：
“这是个案，目
初装修，建设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时，
房屋是
前是做焊接修复，业主已同意。”
初装修，尚未发生剔凿、破坏现象。而开发商
开发商让建设单位擅自剔凿承重梁，锯
对外销售是精装修房屋，他在取得竣工验收
断墙体内钢筋，相关职能部门是否有管理的
后，又进行了二次装修，剔凿破坏了承重梁。
职责？记者联系了武清区住房和建设综合行 “房屋在交房之前，开发商破坏房屋结构，建
政执法支队。该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
设监督部门不管吗？”
对于业主提出的这个质
接到购房人反映，他们掌握开发商剔凿承重
疑，该负责人表示，他们执法支队这边管不
了。这个情况已经告知购房人，业主和开发
梁、锯断墙体内钢筋的情况。
商双方协商，协商不成，
可以走法律程序。
既然知道开发商在交房前破坏了房屋结

呼声·随手拍

帮办

天津

工商银行王串场支行：
沟通误会，
卡一直在银行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刘连松 文并摄

天津日报
我们 2018 年购买花样年花乡家园项目商品期房，合同中明确承诺是精装修交房。
最近有业主到项目内查看施工进度时发现，刚刚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的房子，承重梁全都
被剔凿了一遍。经询问得知，是房屋设计出了问题，室内挑高不够高，在保留承重梁的情
况下再装修吊顶，室内高度不达标，所以在装修过程中，把已经建好的承重梁剔凿、破坏
了。业主还发现，工人在给水管开槽时把承重墙的钢筋切断了，有的房间厕所楼顶水泥
板掉落，
甚至可以看到上一层楼。
此外，房间铺设的地暖管面积过小，大部分边缘地带没有铺设，加之管子间距过大，
还有的地暖管有破损，也只是简单地用铜头连接。业主们很纳闷，这样的工程质量是如
何通过建设部门竣工验收的？
以上问题在业主集体找开发商沟通过后，开发商迟迟不给整改方案，而且继续按此
情况施工。目前，施工人员还在继续剔凿承重梁，没有停工整改迹象。另一方面，开发商
开始阻挠业主进工地查看施工情况，有业主想方设法进入现场后，却发现问题承重梁、
承
重墙以及地暖管等已被水泥遮盖。业主们担心，将来收到的房子表面上看是精装修，但
质量问题被装修掩盖，后期暴露的种种问题，还得业主自己解决，生活在有安全隐患的房
子里让人担心。
业主 韩先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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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报热线 23602777 接到市民刘先生反映，天津航空
的机场摆渡车既拥挤，还闷热，
担心有疫情防控隐患。
7 月 7 日，刘先生乘坐天津航空的航班 GS7880 从甘肃庆阳
回津，到达天津机场已经是 16 时多。飞机刚停稳，乘务员告知，
因为飞机停在机场的远机位，无法通过廊桥下飞机，需要转乘摆
渡车出机场。
“ 当天天气闷热，室外温度 34℃，大家从扶梯走下
飞机，上了摆渡车，就出了一身汗。上了摆渡车才发现，车厢内
已经站满了乘客，人挤人，
脸对脸，车厢内空气浑浊，一点儿冷气
也没有。”刘先生担心地说，常态化防控中，机场是重要防线，不
能放松。闷热的天气，这么多乘客，
机场却只派一辆摆渡车运送
乘客，乘客难以接受。
记者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进一步加强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各项防控措施，
强化
“人物
同防”，运输机场需要执行相应的防控措施，今年 2 月份民航局
修订发布了新版的《运输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对机场摆渡
车的使用有明确的规定。
《运输机场疫情防控技术指南》中要求
摆渡车运行时尽量开窗低速行驶或使用空调外循环，保持良好
通风。通过增加班次降低载客率，尽量保证乘客间 1 米以上距
离，或按车辆核载人数减少 10%的载客率，避免人员聚集。
记者首先联系了天津机场，工作人员回复说，GS7880 属于
天津航空的航班，相应的摆渡车也是该航空公司负责运营。
记者又联系了天津航空，
工作人员调查后表示，
当天GS7880
航班共有 106 名旅客，
机场大型摆渡车载客人数 91人，
其余 15 名
旅客乘坐依维柯摆渡车。按照防控要求，
人数是符合的。摆渡车
内气温偏高，
通风不好，
主要是因为当天天气闷热，
摆渡车开门迎
客，
短时间大量热气进入车内，
造成乘客体感温度较高，
但是摆渡
车空调系统在运行中。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予以改进，
天气炎热的
时候，提醒摆渡车司机接旅客前，
提前打开空调降温。
对于天津航空的回应，乘客刘先生并不认可。他说，当天天
气预报气温已经超过 34℃，地面温度更高，如果使用摆渡车转
运乘客，航空公司应该提前做好准备，多准备几辆摆渡车，提前
开空调设定好温度，而不是让乘客在拥挤、闷热的摆渡车上长时
间等待。而且，刘先生说，车厢内空调开启之说与事实不符，多
位乘客证实车顶送风口始终没有风。

环卫车半夜又扰民
和平区城管委：
未注意相关报道，
已批评负责人
自筹建以来，积极跟食品集团和裕达公司对
接。现场的限期改正通知书是双林街贴的。
目前那片区域的部分原始居民和商户也在清
退中。后续，该街也在积极与农垦双林劳务
服务有限公司对接。
农垦双林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徐
廷祥就此接受采访说，其于去年年底接手该
公司工作后，立即着手与双林街综合执法大
队联手推进这一片的拆迁工作。截至目前，
绝大部分清退工作已完成，个别住户的补偿
安置仍在商谈中。下一步正在进行拆除工程
评估、招标及预案制订等一系列工作，
待一切
准备就绪即可进行拆除。
同一条路，为什么河西一侧拆除快，而津
南一侧进展缓慢？对此，徐书记表示，
他到任
晚，具体情况不清楚，
但河西一侧当时有市级
的规划，多部门联动，
故而拆除迅速。津南一
侧，一直是双林街和农垦双林劳务服务有限
公司推动。

■ 本报记者 赵煜
本报 7 月 6 日海河之声刊发了《环卫车半夜冲洗马路噪音大》
一文后，7 月 7 日，本报再次接到市民刘先生反映，报道刊发的当
日，
一辆环卫车在晚上 10 点 40 分的时候，
再次出现在楼下，
仍然
是半夜，
仍然是熟悉的噪音，
吵了一晚上，
一家人睡不消停。
家住和平区的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当天晚上，他刚躺在床
上准备睡觉，窗外就传来刺耳的噪音。从窗外看去，又是一辆环
卫作业车，在用水清扫街道。
“和平区城管委不是说会要求作业
单位统筹好作业路段和时间，减少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怎
么报道刊发当天就半夜干活，这是不是故意的？”
记者联系了和平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表示，经与作业单位了
解，市民反映的情况属实。保洁队员半夜对该路段便道进行冲
洗作业，才产生了噪音污染。现已对该作业队负责人进行了批
评教育，要求对所属业务员及作业人员开展全面的业务培训，进
一步加强管理，严格按照规范作业，尽量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在
无特殊情况下，严禁在此时段进行机械作业。该工作人员表示，
“并没有看到文章刊发，市民提出的报道刊发后，又在半夜干活
问题，纯属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