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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家园业主反映:电梯运行晃动滑梯频发

电梯老化隐患应及时排除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海河回音

天津日报：

我是南开三潭路兴业家园业主，我们

小区电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持续反映多

年不见彻底解决，业主忧心忡忡。我居住

的4号楼内，有两部梯，1部客梯1部货梯，

没有一个省心的。自打我们入住以来，货

梯经常坏，每次都得修好几个月，仅剩1部

客梯维持业主所需，而这部客梯，又因经

常滑梯让人忧心忡忡。今年5月初的一天

夜里11点多，我加班后回家乘电梯上楼时

突遇滑梯。当时电梯里一共有4个人，全

都去往10楼以上。大家在1楼分别刷了梯

控卡，电梯上行，至10楼时，突然不再上

升，反而莫名下滑，几人都吓坏了，却束手

无策。此前看过相关文章，说电梯下滑时

要尽快把下面楼层的按钮全部按亮，让电

梯尽可能在最近的楼层停下来，避免进一

步事故发生。但是，我们小区的电梯，被

物业实行梯控管理，业主每人手里一张梯

控卡，只能在1楼刷卡去往自己家房子所

在的楼层，其他楼层去不了。这个做法导

致电梯滑梯的时候，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

着它往下滑，全然没有办法。当天的电梯

一直滑到1楼，我给物业打电话，接电话的

工作人员说，物业下班了，他是值班的，回

头会转告负责电梯的人员去修。就这样

完事了，也没有人来查看。我们几人只能

灰溜溜地重新刷了梯控，好在这次电梯没

有下滑。

5月28日早8时许，同一部电梯再次

滑梯。当时正是早高峰，电梯里挤满了

人。有赶着上班的年轻人，也有外出遛

弯买菜的老人，电梯在5楼突然下滑，所

有人眼睁睁看它滑到1楼，物业依然轻

描淡写，业主意见很大。关于滑梯问题，

业主已持续反映多年，至今没有彻底解

决。多次向居委会反映，也没有得到彻

底的解决，只得到答复说，督促物业尽快

维修。

因兴业家园的电梯有梯控，一旦发生

大幅度的滑梯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且电梯

内无天津市特种设备的相关公示证明，也

无电梯定期维护的记录情况，希望相关部

门能重视并解决。

读者 李女士

记者来到兴业家园采访。该小区位
于南开区灵隐路、三潭路和怀安环路间，
只有6栋楼，5栋高层1栋小高层，小高层
有 1部电梯，其他楼栋都有两部。最高
的 4号楼，一共 30层，每层 6户，两部电
梯坏了 1部。记者现场体验，电梯运行
不稳，晃动。4号楼24层居民王先生说，
不久前，他赶上过一次滑梯，一电梯的人
都很紧张。“太危险了，得给他们曝光。”
该楼4层居民刘先生说，1部电梯坏了迟
迟修不好，另外 1部还总出问题。“别超
过6个人，超过6个人就有可能滑梯。”刘
先生告诉记者 ，就在记者去采访的当天
早高峰，楼里两位居民还为乘电梯吵架，
当时电梯内已经有6个人了，第7个人刚
要上来，电梯里1个人说：“你别上了，再
上就滑梯了。”这人不愿意，因为着急上
班。两人就地吵了起来。刘先生说：“天

天的，这都什么事啊，我住4楼还好点，索
性每天步行上下楼，住得高的没办法啊，还
指着电梯呢。”
记者在小区内走访，不少居民反映电梯

有问题。5号楼的电梯坏了很长时间，刚修
好不久。6号楼电梯也频出故障。居民姚女
士告诉记者，她最近的困扰特别蹊跷，乘电
梯最怕遇上比她家楼层低的邻居，只要遇
上，她的电梯就白乘了。“电梯到最近的楼层
停下后就不再上行了，而是自行回到1层，其
他业主还得重新刷卡才行，别的业主还好
说，我家住得高，每次都得反复乘电梯，其他
业主到家了，我才能回家……出来买趟菜，
光坐电梯玩了。”
负责兴业家园物业管理的天津云浩物

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刘连祥介绍，
兴业家园入住11年了，高层户数多，电梯少，
使用率高，加之不注意保护等原因，电梯磨
损严重，问题频出，物业公司也很头疼。“我
每天接大约50个电话，多半是反映电梯问题
的，每次接到电话，就赶紧给维保公司打电
话。前不久维保公司对小区13部电梯进行
了全面调查，发现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有
的需要换件，有的需要维修，全面维修需要
资金约十几万元。现在我公司已向相关部
门递交申请，准备动用应急资金解决，对所
有电梯进行大修。预计15日之前修复。”至
于电梯里未见相关证明一节，刘经理说，每
年都有电梯年检合格证，而且很多时候是他
自己去贴，但经常是物业前脚贴完，后脚就
被业主撕掉。
记者看到，关于电梯的资料有厚厚的

几沓，包括特种设备使用标志、产品合格证
复印件、电梯定期检验报告、电梯维保年检
记录等。近期的一份全面调查报告显示，

每部电梯的问题都有不少，涉及需要更换
的零部件约有十几个。刘经理还介绍，目
前这些电梯的主要部件都坏了，而生产厂
家富士电梯（四川）有限公司已经不存在
了，还得去其他厂家定制，因而耽误不少时
间，也请业主理解。
为什么每次监管检验都合格，就连最近

一次也合格，事实上却问题频出，而维保公司
自检发现问题一大堆呢？南开区万兴街物业
科孙超科长说，兴业家园入住11年了，相关
设备老化，街道物业科自今年4月起多次接
到该小区4号楼居民反映的滑梯等问题，出
于保护居民安全考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积极吹哨，协调各相关部门，能开绿灯的开绿
灯，争取尽快解决。
记者为此联系南开区市场监管局，该局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李钢科长说，电梯老化
容易破损是一个方面，使用维护方面也应该
加强，每次检查的时候，电梯是修好了的，但
修好后没多久又坏了也是现实情况。至于居
民们说的滑梯现象，区市场监管局也注意到
了，经调查，现在的情况不是滑梯，是电梯遇
到故障的“自动寻址”现象，区市场监管局会
对此事积极履职，对违法使用电梯的现象绝
不手软，依法依规处理。
记者发稿前联系该小区物业，刘经理

介绍，小区4号楼、5号楼的电梯已大修完
毕，6号楼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目前正
在等配件，到位后立即着手维修。反映人
李女士说电梯维修后还是存在偶尔滑梯等
问题，几天前她还赶上一次，电梯没到站就
停了，打开门后距离楼道地面还有一截儿，
人们出电梯还得跳下来。“好在现在换了一
家维保公司，希望电梯隐患能尽快彻底解
决。”李女士说。

▼读者来信

▼记者调查

暖气一冬不热只给9%优惠

市民质疑退费标准过低

■ 本报记者 黄萱

7月29日，本版刊发《共享单车如何便
民不扰民》一文，引发社会广泛热议。市
道路运输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采取
多种方法，加大治理力度。
8月10日，记者分别来到肿瘤医院地铁

站、华山里地铁站以及美年广场等多个地
方，大批青桔单车乱停乱放，不规则地停放
在便道上，将盲道占据。美年广场附近的便
道施工，立起围挡，近百辆青桔单车停放在
围挡外，有些甚至直接停到斑马线上。记者
在卫国道与燕山路交口看到，青桔、美团和
哈啰单车随意停放，拦住了行人的去路。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天津市道路运输

管理局，法规处处长于君涛介绍，目前天

津市内6区获准运营的共享单车平台有
哈啰单车、美团单车和青桔单车3家，市
内六区获准运营34万辆共享单车。其中
哈啰单车9万辆、美团单车7万辆、青桔单
车18万辆。为了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单车
企业，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增设考核制，每
个季度对三家企业进行考核，其中包括占
路占绿的停车秩序，骑行中的交通秩序，
以及各区对企业的打分，每个季度考核两
个月，另一个月进行调整，排名第一的企

业增加1万辆投放，末位企业减少1万辆。
“乱停乱放一直是共享单车治理的一个

重点。市内六区除了投放量从2018年的50
万辆减少到34万辆以外，我们也在寻找最
佳的管理方式。”于君涛说。市道路运输管
理局要求3家企业在9月底之前，更换高精
度、定位准的车辆，规范停车。软件根据定
位结算，如果没有停在指定区域或将被处
罚，目前河西区已更换了一部分高精车辆。
接下来还将在地铁站、商超等重点点位划停

车区域。同时对全市重新摸底，对共享单车
需求量大的地区增加停车区域。记者在河
北区月牙河地铁站旁看到，地上白色停车区
域内有很多蓝色的地钉。记者了解到这是
哈啰单车为规范停车安装的蓝牙道钉，和传
统电子围栏相比，蓝牙道钉可以实现更高精
度的识别和提示，引导用户规范停车。在停
车区域内，蓝牙道钉自动扫描车辆，用户可
以正常关锁并结束订单。据了解，蓝牙道钉
已在多个地区安装。

《共享单车如何便民不扰民》后续 相关部门将加强监管

控制投放数量 实行季度考核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今年1月16日，本报曾报道过西青区澜溪园业主郭女士家
暖气多日不热的问题。6月初，杨楼供热站贴出一纸通知，凡在
6月15日前缴纳2021—2022供热采暖费的业主，可享受9%的优
惠，作为对上一个供热季暖气不热的补偿。对此，郭女士不能接
受：“4个月的供热期，我家的暖气都不热，进回水管都是凉的，
测温或是不来，或是修不好，长期维持在16℃左右。每年采暖
费4800多元，仅优惠400多元，我认为不合理。”
郭女士介绍说，她家是地采暖，供热期开始前两个月室温也

就16℃左右，进水管和回水管是凉的。去年12月份多次要求测
温，供热站的人或是不来，或是来了后修不好，给出具的测温单
是室内温度16.5℃。对此，供热站解释称是燃气压力不足，将铺
设一条新的燃气管道，改造工程1月下旬完成。郭女士说，即使
到了所谓工程完工，家里的暖气一样不热。不过，好在外面的天
气逐渐暖上来了，“整个冬天，屋子都是冷的，暖气都是凉的。冻
得我们一家人没办法正常生活，只好搬去亲戚家住。”
对于以上情况，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供热燃气处相关负责人也

曾表示，西青区部分片区供热情况不理想，暖气不热期间，郭女士
可向供热部门要求退费。今年6月，供热站给出了退费方案，即：
在6月15日之前交纳新一季的供热采暖费，可以优惠9%。对此，
郭女士表示不能接受。她说，其他供热温度正常的片区，6月份
缴纳新一季供热采暖费也可以优惠3%，也就是说她家整个供热
季暖气不热，供热站只给优惠6%。“我倒是不在乎这点钱，关键
是想不通这个道理。”
对此，杨楼供热站张站长解释，9%的优惠是天津市津热供热

集团有限公司统一制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已经是最大限度对住
户进行了照顾，“郭女士家的情况，如果按照相关退费规定计算，
还达不到这一标准。”
采访中，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供热燃气处副处长丁鑫表示，目

前天津市供热采暖费退费还是执行《天津市供热采暖费退还管
理规定》中的标准，该规定发布于2010年。其中规定，低于标准
温度2℃（含2℃）以内的，退还比例为10%；低于标准温度2℃(不
含2℃)-6℃(含6℃)之间的，退还比例为50%；低于标准温度超
过6℃的，退还比例为100%。按照规定，即便郭女士家整个供热
季的暖气都在16℃，也只能退还10%的供热费。
郭女士质疑这一规定制定的退费标准过低，“天津市冬天大

部分时候最高温度都能到10℃左右，室内在门窗均关闭的情况
下，即便没有暖气，也能达到13-14℃，室内16℃暖气仅能做到
不冰手，几乎和没有暖气一样，这样的情况居然只退费10%。这
样的规定，明显是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郭女士说，她网
上查询了外地的规定，比如潍坊，卧室和起居室温度低于18℃、
高于16℃，退还温度不达标天数供热费的50%；低于16℃，全额
退费。她认为我市这个规定已经发布将近11年，有些条款现在
看来标准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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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ljl/

■ 本报记者 赵煜

市 民 郭 先 生 近 日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他住在红桥区天鸿大厦A
座顶层，今年6月雨季到来后，家中屋顶出
现多处漏水，找物业得到的结果是，物业
没钱，要动大维资金才能解决，可大维资
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来，现在刚装的
房子就坏了，难道就没办法了吗？
郭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在5月份，新

买的房子，刚装修没多久，就出现了漏水
问题。上到楼顶发现，有一间房屋已经

年久失修，墙面已经开裂，屋内还放有破旧
的床铺、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物品，墙面
也发霉粉化。他怀疑就是这个房屋长时间
无人维护才导致其家中漏水。找到物业，
得到的答案就是，物业没有资金修缮，正在
申请大维资金，什么时候申请下来了，就可
以修了。“什么时候能申请下来，也没个准
信儿，难道没有申请下来，就一直让房子这
么漏着？”
记者联系了负责天鸿大厦的煜泰物业

公司，负责人杨经理告诉记者，公司是6月
才进场，接到反映查看后发现，郭先生楼顶

处的房屋内是消防补水箱，里面生活物品
都是前期物业遗留下来的，确实年久失修，
楼顶的防水层也已经开裂，多户居民房屋
顶部出现漏水问题。“需要大修，把整个楼
顶重新做防水，物业没有这么大笔的维修
资金，只能动大维资金，现在已经出了维修
改造方案。”
记者又联系了三条石街办事处，李副主

任表示，街里面一开始提议想用应急资金解
决，研究发现只能走大维资金，后期会帮助
业委会，尽快推动维修事宜，解决楼顶漏水
问题。

天鸿大厦A座楼顶漏水

呼声·随手拍

8月26日，本刊披露河北区金钟河大街

一消防栓盖帽破损，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及

时更换设备，恢复消防栓正常使用功能。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河北区中山北路舒园里小

区出口，垃圾杂物堆在变电柜

周围。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和平区同安道，人行道上

景观护栏锈蚀倒伏，存在安全

隐患。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武清区下朱庄街机场排

污渠边，一景观灯倒地。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河东区凤溪路上，两处路

面出现破损，给通行带来诸多

不便。 本报记者 房志勇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张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他在京东商城南巢家具旗
舰店购买了一套实木衣柜，到货后发现衣
柜实际尺寸与购买页面上标注不一致，导
致家具无法安装，退货却被商家索要700
元运费。
张先生介绍说，8 月 10 日，他在南

巢家具旗舰店看中一套实木衣柜，售
价 4280 元，在看了购买页面下方标注
的产品尺寸后，他与家里要摆放衣柜
位置的长宽高做了比较，确定衣柜尺

寸合适可以安装，之后下单购买了该
商品。可没想到，几天后商品到货，师
傅上门安装时，却发现柜子长度和宽
度都比标注尺寸要大出不少，家里预
留安装柜子的位置根本不够，柜子无
法安装。张先生立即联系了南巢家具
旗舰店的客服，对方表示，张先生看到
购买页面上柜子“规格参数”一栏标注
的尺寸并不是商品实际的尺寸，是他

们胡乱标注的，尺寸是以“商品实拍”一
栏标注的数据为准。
对这个说法，张先生无法接受，他认

为，“商品实拍”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柜子
各个角度的实物照片，而“规格参数”才应
该是柜子的实际尺寸，“难道说商家自己张
冠李戴，出了问题还怨消费者？柜子用不
了，耽误了我的使用，我提出退货，可商家
却说要我出 700 元的运费，否则不给退

货。本来是商家标注错误柜子尺寸才致使
柜子无法安装，我没有责任，为什么退货要
我承担运费？即便是大件商品，700元运费
是不是也高得离谱了？”张先生认为，京东
商城南巢家具旗舰店太不讲理。
记者通过张先生提供的购买页面截图看

到，在“商品实拍”下方有数张柜子各个角度
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标注有柜子的长宽高
尺寸。而在“规格参数”一栏，也有明确的数
字标识，但除了柜子高度一致之外，两者标注
的长度和宽度都不一样，前者比后者尺寸要
大出不少。这样的标注，很容易让消费者产
生错误判断。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了京东商城。客服人

员协调后回复称，商家已经联系消费者，向消
费者道歉，并为消费者办理退货。他们也要
求商家及时更新页面“规格参数”等商品信
息，避免误导消费者。

京东商家乱标衣柜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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