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清下朱庄中心公园是附近居民休闲晨练的地方，也是周
边数万群众唯一的公园。2020年10月，公园内部道路、灌溉系
统、厕所、广场全部拆除，当时听说是重修，可至今八个多月，没
有一点动工的迹象。居民怨声载道，原来早晨打球、跑步、跳操
的居民全部无处可去，只能在大马路活动。

有人在网上咨询，得到回复说准备提升改造，居民们不明
白，提升改造有必要全都拆了吗？现场不见施工安排和计划，什
么时候改造完？

读者罗女士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公园位于武清外环东路与下朱庄东部
片区之间，是附近碧溪春园、夏园、秋园等十几个小区居民共用
的公园。确如市民反映所说，该公园的硬化部分已全部被拆，绿
地被杂草覆盖，花草树木显然有一段时间没打理了。每天早晨，
人们就在因施工封闭的武清外环上锻炼。

记者就此向下朱庄街道办事处询问，得到回复说，该公园当
初建设手续不齐全，随着政策规定日益完善，2020年按照区规
划和国土资源局整改要求，于当年10月拆除。目前，下朱庄街
道正在进行规划设计同时调整相关规划准备重新修建。该公园
原面积大约170亩。考虑街道城市建设的逐步推进，计划将北
侧约63亩一并纳入公园范围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同步提升改
造。预计2022年初启动重建工作，届时，公园将扩至233亩。

■本报记者高立红

▼ 读者来信

▼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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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雨水致河水变臭
海河管理中心：调度换水改善河道水质

■本报记者黄萱文并摄

共享单车在解决了市民出行难题的同
时，也衍生出一系列治理难题。近日，多位
市民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共享单
车占路情况严重。记者走访发现，地铁站、
写字楼周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占据了行
人走的便道，甚至还占用了非机动车道。
市民呼吁，别让便民变成扰民。

现场观察

运维人员抢“地盘”
市民停车不规范

“共享单车都停到地铁站门口了，里三
层外三层码放，乘车的人都快无路可走
了。”近日，记者来到市民刘先生所说的位
置，和平区西康路地铁站C口，确实停满了
共享单车，这些单车占据了便道两侧位置，
只留下中间狭小的空间供行人穿过。

采访过程中，记者正好遇到青桔和美
团两个品牌共享单车的运维人员摆放新的
车辆，见便道地方不多，运维人员将车辆码
放在地铁站出入口前，为了抢夺“地盘”，两
家的运维人员还拌起了嘴。大约半小时
后，美团的运维人员驱车离开，为了“解
气”，青桔的运维人员摆放单车时将美团单
车团团围住，市民想要骑到美团单车，需要
搬开至少三辆青桔单车。

此时，地铁站不断有市民出站，狭小的
行走空间让市民左躲右闪，甚至无法两人
并排前行。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运维人员
手机中有一款软件可以检索周边100米以
内所有品牌共享单车的身份信息，车辆的

备案信息数据都可以在软件中体现。在记者
再三要求下，运维人员用软件搜索，其中青桔
的备案率最高，可以达到90%以上，其次是
哈啰，达到80%以上，而美团不到50%。运
维人员告诉记者，政府部门要求每家投放固
定数量的单车，为了盈利，企业会“偷摸”增加
投放量，“在规定数量内的单车是有备案的，
超投的单车没有备案。”
随后，记者又来到河西区解放南路，在泰

达大厦门口的非机动车道上，看到了几十辆
不规则停放的共享单车，美团单车居多，其中
也有十多辆青桔单车和几辆哈啰单车。记者
在观察的近一个小时内仍有很多骑行的市民
将车停放在此。一位市民说：“便道上都停满
了，只能停在这里。而且这里停了这么多，也

不是一两辆。”
其间，记者见到了哈啰单车的运维人

员。据介绍，泰达大厦是共享单车乱停放比
较集中的一个点位，便道狭窄，最外侧有一排
花坛，将共享单车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成了
很多市民选择的最方便的停放方式。“这个地
点大约是早高峰、午休后等时间段车辆较多，
我们也是摸清了这里的变化，及时来清理。”
运维人员说。解放南路该路段为单行路，但
公交车是双向，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共享单
车阻碍了非机动车行驶，来往车辆只能跟公
交车抢道，非常危险。
“共享单车本是为了方便出行，但停放不

规范把路堵了，这不是适得其反吗？”从此地
经过的市民抱怨道。根据市民投诉，记者在

洪湖里地铁站、金狮桥地铁站、本溪路地铁站
等多地看到了共享单车停放的乱象。

共享单车企业

进行文明骑行宣导
加强运维力度

就共享单车占路乱象，记者联系了相关
品牌的共享单车工作人员。

哈啰单车称，从公司日常维护工作来看，
出现共享单车没有及时清理的现象，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骑车人在停车时乱停乱放导致。
运维人员经常是刚将车辆码放整齐，不一会
儿，停车的人又将车辆乱放，虽然在日常工作
中，全市停车点都有运维人员进行不定时巡
视，但是骑车人比较多，很难第一时间将所有
地方都清理完毕。“我们只要发现这种情况，
都会立即派人清理。”
美团单车称，平时我们运维力度挺大的，

像西康路地铁站这个位置，每天早上我们会
安排运维车辆进行清运，遇用户停放不规范
时，不晚于10点清运。运维人员是巡查机
制，基本每一小时左右会巡查一次，对流动车
辆进行规范整理。“停放不规范确实是行业问
题，我们也会在平时加大文明骑行宣导，加强
运维力度。”
对于备案率低的问题，哈啰单车称，有流

动原因。政府部门要求市内六区固定投放量，
很多未备案车辆是从环城四区，比如西青区大
学城骑过来的。另外主要是维修原因，路面上
遇到坏车没法当时修好，运维人员会在后台标
注，再用大车统一回收走，有个时间差。
记者多次联系青桔单车相关人员，对方

均未作出任何回应。

奥迪4S店修车并对车主做出补偿

呼声·随手拍

企业“偷摸”增加投放量 市民图省事随意停放

共享单车如何便民不扰民

《消费者质疑奥迪4S店隐瞒车况》后续

下朱庄中心公园为何拆了再建

河北区王串场一号路水明里 30
栋，楼道内一通讯线盒脱落，垂在半空。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本报记者 黄萱

7月15日，本版刊发《消费者质疑奥
迪4S店隐瞒车况》一文，引发网友热议，对
一汽大众奥迪公司和奥迪4S店涉嫌欺诈
消费者的做法提出批评。近日，记者多次
联系一汽大众奥迪公司，该公司始终对此
不做任何回应。

在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给一汽奥迪发布
的消费警示函中，警示奥迪要依法履行“举
证责任倒置”责任，诚意提出“瑕疵”修复赔
偿方案。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媒体也转发了
此事，浏览量超过百万。很多网友认为奥
迪公司应该给个说法。如，网友swau1说：

“知名品牌更应该尊重消费者权益，配合消协
调查调解，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是依
法经营的及格线。”网友徐永昌认为：“人无诚
信不立，业无诚信不旺。做生意应该要诚信，
绝不能店大欺客。”网友yang wang说：“作为
知名品牌奥迪企业，要真诚、坦诚承担社会责
任。这样才能获得社会和消费者的青睐。”

记者致电采访一汽大众奥迪总部，客服
人员接听后回复：“我们核实情况后会与车主
联系。”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下，客服人员以短
信的形式发给记者一个邮箱地址，要求上传
采访函以及身份证明等信息，记者将采访要
求发送后，直到发稿时，依旧没有任何回复。
据车主李先生介绍，他也一直没接到一汽大

众奥迪总部的任何反馈。
不过，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奥信通

奥迪4S店的态度终于有了松动。4S店负责
人表示愿意对李先生的问题奥迪车进行维
修，并赠送免费保养服务。近日，在市消协的
见证下，奥信通奥迪4S店与消费者李先生签
订了调解协议书。

■本报记者韩爱青

近日，市民范大爷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南开公园内本来有一处
厕所，但一直不开放，一个公园里没有厕
所，有些不方便。

范大爷介绍，公园原本有一处厕所，
但不知道为何一直锁着门不让用。公园
内部没有厕所，只在南开五马路一侧门
口有一处公厕，“公园里平时去活动的老
年人比较多，想要如厕还要走到公园门
口去，内部没有厕所不方便，管理部门能
否开放厕所，方便老年人使用？”

记者在南开公园内看到，厕所在园
内深处靠近办公区的位置，是一栋白色
的小房子，占地大约20多平方米，大门
紧闭，无法看清内部的情况。房子上没
有厕所的标志，只是外观上看像前些年
厕所的设计风格。在园内走了一圈，没
有其他厕所，只在公园位于南开五马路

一侧的门外有一处公共厕所，游人们如
厕需要走到大门外。

南开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养护部副
部长郭巍介绍，2003年南开公园提升改
造时，园内修建了一处厕所，一直开放使
用到2008年。当时的环卫部门在公园
范围内修建了一处公益二类标准的公
厕，也就是现在的南开五马路公厕，为方
便市民使用，大门开在公园外，但公厕占
地都在公园内。这个公厕相比园内厕所
环境和硬件设施更好。园内厕所污水没
有纳入市政污水管网，需要大型吸粪车
定期清淘，车辆来回进入不仅容易轧坏
园内道路，对游客的安全也不利，综合考
虑才关闭了园内厕所。南开公园不大，
面积仅有4万多平方米，无论在园内哪
个位置，步行5分钟内都能到达公厕。
南开公园几经改造，现在园内又铺设了
健身步道，更加不能驶入大型车辆，厕所
不能开放，对此请游客理解。

■本报记者赵煜

市民王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7月8日一
早，他发现国泰桥周边的海河水浑浊不堪，水面漂浮着不少杂
物，还散发着阵阵臭味。

记者来到王先生反映的国泰桥，河面上仍漂浮着不少垃圾，
水呈现墨绿色，发出阵阵臭味。一名拿着鱼竿的市民告诉记者，
他比较喜欢在附近钓鱼，今天一来就闻到股臭味，岸边根本坐不
住。“我来这不到半个小时，就准备收拾东西走人了。”

记者联系了海河管理中心河道环境科，负责人赵女士告
诉记者，国泰桥附近有一个雨水泵站，因近期雨量较大，为了
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向海河内排了雨水，会对海河水体造成影
响。“雨水受地面因素影响，会夹杂一些污物、垃圾，影响了海
河水体、水质。现已加强清理，调度换水，改善河道水质，尽快
解决该问题。”

■本报记者高立红

近日，有南开区芥园西里5号楼1
门居民向天津日报热线 23602777 反
映，该小区内楼道堆物现象突出，楼层越
高堆物越多，希望治理。

接到反映，记者来到现场。芥园西
里是老小区，居民楼道虽然老旧，但相对
宽敞，特别是5号楼1门下面几层，没有
什么堆物，干净清爽，感觉很凉快。但往
上走就不行了，从四楼开始，楼道陆续出
现堆物，有的是一张小桌子摆在某户单
元门旁边，有的是一把椅子绑在楼梯上、

公共供热管道上。六楼楼道公共空间，
两辆自行车、各种纸夹板等物品把公共
空间占得满满当当，只留单个行人通过
的空间。“楼道被占，人们又住得这么高，
万一谁家老人身体不舒服需要紧急送医
或有个火情啊什么的，多不安全啊！”反
映人说。

记者随后联系属地芥园中里居委
会。党支部书记杜丽颖说，下一步，居
委会将把创卫宣讲和集中清理整治作
为重点，推进芥园西里的清理工作，居
民反映的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请居
民放心。

■本报记者韩爱青

近日，市民李雨（化名）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去年1月14日，她在位
于红旗南路的博莱美医疗美容门诊做了
全切双眼皮和开眼角手术，术后眼睛出
现不适，被天津市眼科医院、北京同仁医
院诊断为干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并伴
随有暴露性角膜炎，持续治疗一年多。
李女士认为，她眼睛出现的这些问题与
手术有关，多次与院方沟通，对方不承认
问题。
28岁的李女士为给自己形象加分，

选择了博莱美医疗美容门诊，花费
22000元做了全切双眼皮和开眼角手
术。术后第二天，她感觉眼睛不舒服，双
眼不停流眼泪，之后又觉得眼睛里有东
西磨眼球，对这些情况，她都通过微信向
博莱美的工作人员说明过，但对方表示
这是正常的术后反应。几次术后定期复

诊，医生说还在恢复期。
“我眼睛自术后一直不舒服，2020

年 2月 29日，我去天津市眼科医院检
查，被诊断为双眼干眼症，睑板腺功能障
碍。”李女士自此开始了漫长的治眼之
路。从李女士处，记者看到了一大堆的
看病记录和诊断证明，显示她从2020年
2月29日到今年的4月14日，为了治疗
眼睛，前往天津市眼科医院和北京同仁
医院看病总计23次，医生的诊断为双眼
干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这个病治不
好，只能通过滴眼药，做睑板腺按摩缓
解，我现在眼睛仍然干涩，容易疲劳，怕
风怕光，出门需要戴墨镜。为了治病，一
年多没能上班。”
李女士说，术前她的眼睛很正常，术

后出现这些问题，她认为是手术引起的，
为此她多次找到博莱美医疗美容门诊，
对方却说手术没问题。

记者来到博莱美医疗美容门诊采
访。运营院长张璇表示，李女士的手术
很成功，术后效果也很好。全切双眼皮
和开眼角手术只是一个眼外部的整形
手术，不会引起眼睛内部的病变，而且
这种手术也不会引起干眼症。引发干
眼症的原因有很多，长期过于紧张也是
其中一项，术后李女士情绪一直很紧
张，不排除她是因为紧张引发了干眼
症。李女士把问题归咎于手术，虽然门
诊不存在过错，但出于人道主义，愿意
在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下，退还她相应手术费。

在博莱美割完双眼皮 一女子患干眼症

南开公园内厕所长期不开门

楼道杂物堆积存隐患南开区复康路泰达国际会馆一侧
人行道，一处护栏倾斜。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河西区越秀路越秀大厦附近，部分
停车泊位长期被人用隔离桩占用。

本报记者刘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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