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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居乐御宾府地下室成“水帘洞”
因质量问题严重且不重视投诉 监管部门叫停雅居乐地产项目

■本报记者高立红

8月2日，蓟州区的天津国逸包装有限
公司员工律金增为救溺水女童遇难，生命
定格在32岁。这几天，蓟州人的朋友圈都
在默默转发这个事情，人们希望勇士的事
迹得以传诵，正能量能够弘扬。

律金增的双胞胎弟弟律金强介绍，他
们的母亲赵秀荣在马伸桥镇办了一张银行
卡，需要去取。“事发前，母亲跟我说了几
回，我一直没时间，我哥哥孝顺，特意请了
一天假带我母亲和我五岁的儿子去了。”

律金增是蓟州区穿芳峪镇肖庄户东村
人。律金强介绍，当天15时30分许，律金
增开车经过葛岑桥，听见有人呼救，连忙下
水救人，最终体力不支遇难。“当时，我母亲
带孩子在距离现场100多米外等候，两个
女童神色慌张地跑过来，我哥哥跑过去连
衣服都没顾上脱就跳到河里救人，当时现
场就只有哥哥和那个溺水的小女孩，我哥
哥游泳挺好的，又身大力不亏，我母亲本来
认为没问题，还信心满满地等儿子回来，谁

想没了音讯，待我哥被消防员打捞上来时，
已经没了呼吸……”律金强说，白发人送黑
发人的打击让其母几度崩溃，这几天老人
都没吃饭。

记者从事发地孙各庄乡政府获悉，事
发当天17时37分，孙各庄派出所接110
报警称关东河东葛岑桥处发生溺水事故，
立即安排警力前往现场。乡政府、东葛岑
村等相关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也第一时
间到现场组织营救。在公安机关调查中，
相关人员介绍称，8月2日下午15时许，
夏家林村三个女童在关东河大桥西侧河
边游玩，13岁的小雨（化名）为捞取落入
河中的救生圈溺水，另两个孩子立即找人
营救，律金增在下水救助过程中也发生溺
水。当天18时许和18时40分许，二人分

别由120送往区人民医院抢救，20时38分
许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乡党委、乡政府
正在对事件经过做进一步调查，并将加强村
干部和村民的安全教育工作，举一反三，杜
绝此类意外事故发生。
天津国逸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强

介绍，律金增在公司是出名的热心肠，无论
谁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援手。一位同事做手
术缺钱，他立即解囊相助，汶川地震等灾害
事件，公司组织捐款，他第一个上去……律
金增为救人去世的消息传开，全体同事悲恸
不已。“这两天，大伙都有点缓不过神来，总
感觉他还在身边，联想他平时的表现，又觉
得他这样做太正常不过，遇到救人的事，他
肯定会冲上去的，我们只是可惜他为什么没
活着回来……”

32岁青年律金增为救溺水女童遇难

“无论谁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援手”

水西公园为何闭园这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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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
我们是津南区雅居乐御宾府（长泽花园）

一楼的部分业主，这个小区是由雅居乐地产
开发的电梯洋房项目。我们买的房子配建有
地下室，今年3月31日交房。时间不长，大家
陆续发现地下室有漏水、反水的现象。有的
业主家漏水严重，水流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室
墙壁与管道结合的位置涌出，造成地下室积
水严重，有的业主家地下室墙壁上多个位置
渗水。根据大家在业主群中的统计，有30余
户业主地下室存在漏水、反水问题，其中13号
楼、18号楼、21号楼、23号楼地下室漏水问题
较多。这个小区中，一楼配建地下室的房子
有60余户，发现漏水问题的就占了半数，开发
商的建房质量让人担忧。一楼配套的地下室
名义上是开发商赠送的面积，实际上地下室
的价格，有的是含在总购房款里，有的则是开
发商通过签订委托改造合同的方式，向业主
收取30万元至60万元不等的改造费。花高
价购买的地下室，漏水如此严重，雅居乐作为
地产的知名品牌，不知道为何产品质量如此
不堪，这种房屋如何通过工程验收的？目前，
正值雨季，如果漏水问题不能彻底解决，后期
房屋将无法正常入住。

雅居乐御宾府部分业主

在雅居乐御宾府23号楼地下室记者
看到，一根大约15厘米粗的下水管道从墙
壁横穿出来，管道材质是PVC，外面用保

温材料包裹着，墙壁与管道结合的位置，一直
在往下淌水，地面上大面积积水。“我家地下
室漏水已经修了三四次，修修补补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每次堵漏的地方好了，但是别的地
方又发现漏点。这样的房屋质量太让人失望
了。”23号楼业主无奈地说。
“收房之后不久，我就发现地下室墙壁有

漏水的现象，当时并没有在意，联系物业管家
进行维修，但是维修了两次之后，做闭水试验
发现墙壁还漏水。这才意识到，这个漏水问
题并不是简单地维修堵漏就能解决。”10号
楼业主告诉记者，随着地下室马上进入装修
阶段，越来越多的业主发现墙壁漏水，地面反

水等质量问题。
“我们买的时候房子和地下室是捆绑销

售，就是说买一楼必须买地下室。没卖多久，
就被叫停了，不让卖地下室，后来可能就改成
赠送了，但是需要签一份改造协议，改造费有
的30万，有的更多。”18号楼业主说。
14号楼业主介绍，她家的地下室是花了

60万买的。“商品房合同中没有这项内容，开
发商让我们签订了一份委托改造合同，按照
约600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一次性缴纳60
万元的改造款。没想到地下室出了这么多质
量问题。”
记者从业主微信群中看到，登记地下室

漏水的业主已经有30余户，御宾府负责维保
的工程师与业主的沟通中也表示，已经有十
几户登记地下室漏水。每户漏水的情况不一
样，都是个案处理，没有整体的维修方案。
造成一楼地下室普遍漏水的原因是什

么？工程验收时，地下室是否通过了工程验
收？地下室为什么不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体
现，为什么通过改造协议变相卖地下室？对
于雅居乐地产出现的大量质量投诉，记者多
次联系雅居乐地产，要求对方对上述问题进
行回复，但是截至记者发稿时，该公司一直拒
绝回复。
对于雅居乐地产存在的问题，记者将此

情况反映给津南区住建委，该委执法支队负
责人表示，近期该委也接到大量消费者投诉，
反映雅居乐地产质量问题，引起区住建委高
度重视，对于雅居乐地产存在的质量问题，以
及前期不重视消费者投诉的情况，区住建委
已经暂停雅居乐地产在建设管理部门的所有
手续，销售许可、资质认定、资金监管等相关
手续全部暂停，倒逼企业责任落实。约谈雅
居乐地产主要领导，区住建委执法支队将全
程督办雅居乐地产质量问题的解决过程，要
求开发商对消费者反映的质量问题及时调查
核实，对所有房屋进行一一排查，一一对接，
处理到位。监管部门会一直督促跟踪解决，
如果不落实，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下
一步处罚。
截至记者发稿时，雅居乐御宾府部分业

主表示，房屋漏水问题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几
场雨之后，除了一楼地下室和地下车库漏水
之外，房屋地面、墙面都开始渗水。“小区存在
建筑设计隐患，以及室内下水管倒灌，电梯间
漏水等安全隐患，地下室有的立柱和墙甚至
是歪的，希望相关部门及时调查处理。”

■本报记者黄萱

近日，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多位市民的反映，东丽区汇
航路、海昆道等多条道路破损、坑洼多年，今年5月底迎来了一
次维修，却不承想修成了“补丁路”，一条道路上能有大小不等几
处甚至几十处，凹陷的路面变成凸起，依旧不平。

夏欣园的居民赵女士告诉记者，汇航路附近有五个小区，
还有未建成的小区。“我们入住五六年了，周边道路都是随便
给铺的，几天就坏，坏了再补。居民反映过，说是周边还有工
地，道路也没办法维修。”今年5月份，居民接到维修通知，大伙
高兴坏了。5月25日，施工队进场，搭起了围挡、也封了路。
10天后，拆下围挡，居民傻了眼。“‘小补丁’‘大补丁’一堆，这
也叫修路？”

近日，记者来到东丽区汇航路，以汇航路为中心，左右两侧
有夏欣园、金隅悦城、丽悦园、春秀园等多个小区。海昆道、海月
道与汇航路相交。记者从汇航路入口处便看到了几处坑洼不平
以及井盖下沉的现象。整条汇航路颜色不一，浅灰色为原始道
路，深的沥青色就是居民口中的“补丁路”。记者粗略地数了一
下，汇航路上就有十几处大小不等的“补丁”，有的甚至连续三个
“补丁”，每个“补丁”相隔不到一米距离。海昆道是夏欣园与金
隅悦城小区之间的道路，也是夏欣园小区居民步行以及车辆出
行的必经之路。海昆道仅有300多米长，也是大小“补丁”近10
处，最大的“补丁”有33米左右的长度，宽度为6米左右，也就是
道路的宽度。另外还有13米长、2.5米宽，22.5米长、1.5米宽的
“补丁”。

采访中，夏欣园的一名保安告诉记者，海昆道修路可以说是
“雷声大雨点小”。“5月25日开始修的，又是封路又是搭围挡，我
们也跟着配合安排居民出行。10多天完工后，我们一看，有个大
‘补丁’就在小区门口。整条路上的‘补丁’比正常路面面积还大，
太难看了。”

记者又来到金隅悦城和丽悦园小区之间的海月道，这条路
补丁较少，但井盖凸起的现象严重，车辆想顺利通过，需要来回
躲闪。汇航路是几个小区居民出行的必经之路，也是“补丁”最
多的。尤其是晟悦园与丽悦园小区之间的汇航路“补丁”最多。
由于“补丁路”与原始路面的高度不同，会高出两厘米左右，车辆
路过也会上下晃动颠簸。

记者联系了东丽区新立街道办事处，王海涛主任介绍，施工
是由天津市滨海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来完成。居民要求是整
条路重新铺设，但最后只能说是修缮。“我们也到现场看了看，整
条路不影响通行，但与居民的要求相差较多。”王海涛说。

记者联系滨海市政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李先生说，维修的
几条道路使用了七八年，有些坑洼，“我们前期也进行了一些
修补。后期也会视情况对几条路进行大修，但时间未定。”

▼ 读者来信

▼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刘连松文并摄

墙面渗水 墙面歪斜

■本报记者赵煜

酷热难耐的天气，公园便成了市民纳凉的好去处。市民王
女士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晚上8点钟，水西公园大
门就已紧闭，谢绝游客进入。而这时，不少市民刚刚吃完晚饭，
准备外出活动。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延迟公园关门时间。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下班回到家，匆匆吃完晚饭，就准备
带着小孩到离家不远的水西公园散步，可刚走到公园门口，就
被工作人员拦住。工作人员说：“公园晚上8点闭园，要来明天
早点吧。”王女士一家只好扫兴而归。“我们白天要上班，只有
晚饭后出去透透气，可公园关门时间太早了。”和王女士有一
样想法的市民还不少，市民周先生说：“夏天晚上8点，天还没
咋黑，公园就关门了，的确有点早。希望有关部门能根据实际
情况，推迟关门时间。让我们这些上班族也能找个凉快的地
方散散心。”

记者联系了公园管理单位天津市城市园林绿化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水西公园所有者为市城投集团，现由城管委下属单
位市城市园林绿化中心代为管理。因为现水西公园晚上还有强
弱电的施工，施工范围也不止一个点位，无法做到将施工区域圈
起来，游客夜间游玩时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询问：“每天晚上都会施工吗？”该负责人说：“虽然不是
每天都有施工，但也不能经常更改闭园时间，就统一为晚上8点
闭园。后期会与上级部门汇报，看能否将施工时间集中起来，在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满足老百姓游园需求。”

■本报记者韩爱青

近日，市民王小姐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武清区陈咀镇格兰庭苑小
区频繁停水，尤其夏天更严重，最长一次停
水三天，200多户居民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王小姐介绍说，她是去年搬到小区居

住的，入住后发现总停水。“去年停水大概
近10次，每次都是物业贴个通知，说二次
供水管道坏了，要修，具体修到什么时候也
不知道，让大家等待。最长的一次停水三
天，在家没水喝，没水洗澡，太难受。”居民

们多次反映，但一直未获解决。这个夏天，停
水仍时有发生，就在7月20日，家里突然又
没水了，物业贴出一纸通知，说等待自来水公
司维修，每天9点和18点会给水两次，让居
民们提前准备接水。“这个时间正好是上班时
间，根本没办法在家接水，等下班回到家又要
面对没水可用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找物业也没个说法，找到陈咀镇政府希

望帮忙协调，可相关负责人不在，没人接待。”
王小姐无奈地说。
陈咀镇政府在接到记者反映的情况后立

即展开调查，其回复本报：小区建成于2011
年，一直由开发商委托物业公司收取水费并
进行维护。近年来因自来水二次管网日益老
化破损，发生停水情况。2020年6月，兆兴
自来水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后，加强供水管理

和水费催缴，物业公司因欠缴水费缺口较大，
又不愿承担管道破损造成的水费损失，一发
现漏点就以关闭小区供水阀门方式，给居委
会和兆兴公司施压，要求替其维修。考虑到
民生问题，居委会和兆兴公司及时抢修，垫付
费用2000元。兆兴公司成立后，一直协助物
业对老旧的二次管网维护，临时停水现象大
幅减少。下一步，该镇督促开发商与物业公
司厘清责任，会同兆兴公司明晰各方分工主
体及常态化检修流程，做好供水管网的维护，
保证供水平稳，并建立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对
外公布居委会服务电话，保障居民正常生活。

格兰庭苑一年停水近10次

汇航路海昆道修成“补丁路”

律金增生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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