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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疫苗接种难 预约要等两三年

下营村自来水改造三年仍未通水
用打井钱盖了村办公室 发稿前下营村负责人问记者还有无办法筹钱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天津日报：

我是蓟州区下营镇下营村村民，村

里自来水改造多年未完工，现在很多居

民吃水困难，只能暂时和邻居借水生活，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解决百姓吃水难

的问题。

前几年下营村有自来水，从每年“五

一”开始供水，“十一”停供。其余时间，村

民就使用自家院里的水井，解决日常吃水

问题。从2019年开始，村里说要对自来水

管网进行升级改造，每家收取100元自来

水改造费，其余部分由村里帮扶企业出

资。工程开始后，自来水就停了，一直到

现在有三年时间了，还没喝上自来水。听

说村里使用部分改造资金盖了村委会、活

动中心等设施，导致剩余资金不够，使得

改造工程迟迟未完工。

平时吃水就使院子里自己家的水

井。每年到夏初，地下水水位下降，稍微

浅一点的水井，就打不上水来，要么向邻

居借水吃，要么自己找工人，把水井打深，

才能吃上水。

今年地下水水位下降得多，村里很

多水井都见底了。用水的地方多，衣服

洗不了，洗澡也困难。每天找邻居借水

也不是个办法，村民纷纷找施工队打井，

但是因为想打井的居民太多，根本排不

上，真让人着急。5月中旬，我们把吃水

难的情况反映给镇上、村里，他们都说会

商量这件事，但很长时间过去了，依旧没

有解决。

下营村 部分村民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蓟州区下营镇下
营村约有千户居民，村里多年未通自来

水，目前村民日常用水主要来自自家院内挖
的水井。因为条件所限，每家水井深度不
一，浅的只有10多米，或者30、40米，“有的居
民家院子大，能进车，可以用机器打井，能打
到180米。往年井里都有水，今年井水水位
下降多，浅一点的井就没水，只能向邻居借
水。”村民郭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打井的价格从50元一米，涨到了

65元一米，一口将近200米的深水井就要1
万多元。但还是一井难求，排队打井的太
多，找不到打井的队伍。”一位村民无奈地告
诉记者。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蓟州区下营镇。

下营镇下营村相关负责人回复表示，目前下
营村村民吃水难问题，村、镇也在想办法解
决。原有的自来水管网年久失修，已经废
弃，无法使用。2019年，村里开始改造自来
水供水设施。村里没有资金，天铁集团作为
村里的帮扶企业，出资280万元，进行供水工
程改造。但是，因为村里财政紧张，当时把
其中130万元帮扶资金，用在了村委会、党群

服务中心的建设上。这导致自来水改造工程
资金不足，再加上村委会换届，工程一直到现
在还未完工。
“天铁的帮扶资金不应该专款专用解

决村民吃水问题吗？这个资金能挪作他
用吗？”记者问到。“其实也不算挪用，村委
会建设也应该算是帮扶项目。”该负责人
表示。
对于村民每家收100元自来水改造费的

问题，该负责人解释说，每户水表的成本是
140元，收村民的100元是安装每户水表的费
用。现在村里的自来水改造工程还需要安装
一个水泵，再打一口水井，资金缺口约70万
元。如果资金解决了，正常情况下3个月以
内，居民就可以喝上自来水。
截至发稿，记者再次联系下营村村

民，村民反馈说村里的自来水工程依然没
完工，村民还在吃自家井里的水。记者又
联系了下营村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目前
资金依旧有缺口，并问记者：“有没有好
办法解决（能不能帮忙筹措资金）？”

▼读者来信

▼记者调查

爱玛电动车购买半年出隐患

房屋刚刚交付不久就存在质量缺陷

中骏云景台房顶混凝土一碰就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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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李女士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今年3月份购
买的爱玛电动自行车，电源充电口处出现烧焦的痕迹。她给爱
玛专卖店打电话，对方说应该是雨水进入充电盒导致。“电动自
行车电池爆炸的情况屡屡发生，电池安全备受关注，爱玛电动自
行车买了才半年，电池咋就出现这样的隐患？”
记者看到，李女士购买的是一款爱玛锂电池电动自行车。

充电口处，明显可以看到一片浅绿色的痕迹，疑似充电时烧焦。
李女士说，她发现问题后吓了一跳，联系爱玛专卖店。专卖店工
作人员称“可能是充电口盖子不严进水导致，没什么大问题。”李
女士说，电池进水还不是大问题，难道要等到爆炸了才行吗？
记者联系爱玛专卖店，工作人员称，李女士电动自行车电

池，应该是下雨涉水后才出现的情况，最好去指定地点检测，万
一短路就不好了。记者随后联系爱玛公司客服。工作人员要求
李女士把电动自行车骑到位于河北区的指定检测机构，公司检
测后再进行处理。
李女士认为，电池出现安全隐患，爱玛公司不但不主动派人

查明原因，反而要求市民骑行十几公里去上门检测，让人失望。
经过再三交涉后，爱玛公司人员表示，现有图片不能证明电池有
问题，只能为李女士免费更换一个充电口。
李女士认为，既然进水了，电池肯定受影响，应该对电池和

电线进行统一更换，而不是简单地更换一个充电口。“购买爱玛
电动自行车就是看中其是大品牌，售后有保障，况且购买电动自
行车的时间并不长，电池也在质保期内。现在出现安全隐患问
题，爱玛公司却如此敷衍，实在令人失望。”

红桥医院看病遭遇停车难

呼声·随手拍

南开区南翠屏公园宾水西道一侧，园

内休闲木桌桌面不翼而飞，影响市民休闲

使用。 本报记者 房志勇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并摄

近 日 ，市 民 王 女 士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刚刚交付不久的静海区中
骏云景台泊东苑房屋质量存在缺陷，房顶
混凝土轻轻一碰就掉渣，而开发商在接到
她反映的情况后，只是派人将屋顶掉渣部
位用水泥抹一层了事。
王女士介绍说，2018年她花费110多万

元购买了中骏云景台66号楼1门的一套房
屋。今年1月份，房屋正式交付。最近，她
请了装修公司装修房屋，7月7日，她接到
装修工人的电话，“他说房子没办法做吊
顶，屋顶只要轻轻一碰，混凝土就会不断往
下掉渣，问我怎么办？”她赶到新房一看，确
实如装修师傅所说，在北侧次卧室，用一个
棍子轻轻戳屋顶，就见混凝土屋顶“哗啦
啦”往下掉渣，里面可见砖头石块和木块，
甚至连钢筋都露出了一部分。另外，主卧
室南侧窗户口剪力墙的位置空洞开裂，而
这是一堵承重墙。她向开发商反映了问
题。7月12日，有维修人员上门，“当时我
没在，装修师傅也外出吃饭了，维修人员在
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从电表箱拿了钥匙
开门，直接用水泥将屋顶掉渣的混凝土部
分封堵住，就算完事了。”
王女士认为房屋质量不合格，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要求开发商办理退房。记
者在王女士提供的一段视频中看到，次卧

房屋顶部裸露出混凝土，有人用一个长木
片轻轻敲击这些混凝土，每敲一下，都有不
少土渣掉落，其中还夹杂着石块。
中骏云景台的开发商为天津骏坤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王女士房屋存在的问题属于质量瑕疵，经
与施工单位勘察，此处为顶板混凝土浇筑过
程中存在的夹渣现象，柱头处为混凝土结构
狗洞，为常见的混凝土施工缺陷问题。局部
区域较小的情况下，对主体整体质量不存在
影响，采取业内普遍的维修方案施工即可。

对于王女士提出的退房要求，需要按《商品房买
卖合同》相关条款执行。
记者联系静海区住建委。该委相关负责

人调查后回复本报称，他们已组织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调查核实，并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要求建设单位履行保修义务。针对
王女士退房的诉求，该委已组织开发商与王
女士面对面协商此事，开发商与业主达成一
致意见，找一家两方都认可的鉴定机构，鉴定
费由开发商出，依据鉴定结果来决定后续如
何解决此事。目前，此事正在推进中。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李小姐向本报热线23602777
反映，她想打四价或九价宫颈癌疫苗，可咨
询了市内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没有疫
苗，现在预约至少也要等两年才能排上，“九
价疫苗预防率是最高的，但年龄限制在26
岁以下，我现在24岁，等两年后即便排到
我，也超龄了。”

李小姐介绍说，为了预约宫颈癌疫苗，
她咨询了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一个地

方的工作人员都告诉她四价和九价的宫颈
癌疫苗紧张，现在约的话，至少要等两年以
上，二价疫苗也是暂时有苗，“我的年龄确实
等不了这么久，综合考虑，我还是决定接种
二价宫颈癌疫苗。”

记者咨询了我市和平区与河西区的多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情况都差不多，二价
宫颈癌疫苗有货，但四价和九价只能预约，
且等待时间最少要两年以上，长的甚至要
三年。

四价和九价宫颈癌疫苗为何如此稀

缺？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回复称，
因四价、九价宫颈癌疫苗为美国默沙东
独家生产，供应全球 100 多个国家，全国
普遍存在疫苗供应不足的情况。今年我
市卫生健康部门已多次与生产企业联系
增大供货量，与2020年同期相比，2021年
四价和九价宫颈癌疫苗供货总量增加
5%，但与市民的接种需求之间仍有较大
差距。针对疫苗紧缺的情况，我市卫生
健康部门将积极协调厂家，继续增加宫
颈癌疫苗供应量。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红桥医院没停车场，市民看病很不方便。主楼外墙皮脱
落，有一次正让我赶上，吓了一跳。”市民刘女士近日向天津日报
热线23602777反映，希望尽快解决。

9月1日上午，记者接报后赶到现场。位于红桥区丁字沽一
号路的红桥医院门诊正门，也是医院大门，门前没有院子，也没
有停车场，开车带家人来就诊的市民，大都在门前让家人下车后
就赶紧离开。门前有几辆车违停，还有几辆“趴活儿”的出租车。

记者数了数，马路对面和门诊大厅旁的机动车泊位一共
只有十个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就诊人员的需求。走进门诊大
厅看到，门诊大厅是一个通道，穿过大厅，后面是住院部。大
厅内通往卫生间的楼道里，可见多处墙皮脱落。出了大厅，
隔一条不宽的院内道路，是住院部大楼，走近观察，墙皮密密
麻麻翘起，有的已脱落。

记者观察发现，红桥医院院内面积狭小，缺乏设置停车场的
空间。记者向红桥医院了解情况，该院回复说，红桥医院在设置
消防通道和发热门诊后，仅能满足极少的停车需求，医院职工绝
大部分车辆停在向东道两侧，目前无法为就诊患者提供车位。
至于外墙皮脱落问题，该院已将住院楼、行政楼、查体楼列入明
年整修计划，届时将一并修缮粉刷。

南开区兰坪路与中南道交口有一路灯

杆倾斜严重，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 黄萱

河西区榆林路与泗水道交口附近，

一块空地上杂草疯长，希望相关部门及

时修剪。 本报记者 刘连松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博山道与祁连路交口有片绿地被挡板圈上，里面堆了很多
垃圾，还出现过夜里焚烧树枝的现象，”市民朱先生日前向天津
日报热线23602777反映，希望这个垃圾点尽快得到治理。

接到反映，记者于9月14日赶到现场。朱先生反映的垃圾
点位于河东区博山道与祁连路交口，其北侧隔一条无名路是一
条市政河流。隔着挡板记者看到，里面有一辆挖掘机在将垃圾
往大货车里装。无名路边挡板有个豁口，进去看到，两辆大货车
已装满垃圾，还有一辆正在装，其中有工程废土和青树枝。沿无
名路向前，路边围挡还有个小豁口，里面的树林间也有垃圾。

记者将情况通报给河东区政府。区城管委回复说，此地
属鲁山道街辖区，是区城管委的一片苗圃，其中约100多平方
米，被当作临时垃圾存放点，用于存放工程和园林垃圾。此前
接到反映，调查发现焚烧发生地不在该存放点内，而是旁边道
路边上，有人焚烧纸钱纸马。另外，区城管委正在做相关工
作，将该垃圾点迁走，恢复苗圃功能。至于其他垃圾，将通知
园林部门到场处理。

这个垃圾存放点将迁走

���������������
�	u���
�������

������v������
�
����au���������
�
����	��v�����q����r��
������
���������
����
����������
����	���	�����
�������*���������	��
�������	�����
������	������
������	��������
�b������������

�F�������

��	�
������

�
����
��������
���
������
�����
�
������
�������
�������b������a�
��	��b

�	�����a���	�
��
��	a��a����a�
�a����������a���a
��������������
��	��������
��
����
�����������
��	b

�F����������

��	����
��������
�
�������
�������

������������!�������

������	���������
	���	���u������
v�	���������

��	���������
�������������
�
������b

����
�����
�a
�����

���������u����
��v������������
��
���

�����������u�
�����v�����

����	���������

����������������
�����������

�������������
���� �����������
����������������
������ ���������
�����

���������������
�	���	�������	�b

�F������������

���
���������
�a������		���
��
������������
a��

�������b

�
����
�������
�����������������
�
���	����������

���

�a�������������
�
���������

�a������������
�����

�a�������������
���

�a	�����������
���	�	�����

�a�����������
�
������������
�b

��������������
����������������
�����������u���
	����v������	�
�u�����������
��v���b

�
�����
����
�
�������������
�a��a
��a�������
����
�
����
�������������
�������������
�����
������������������b

	���
��������
��������u�
��vb

�F����������



����������������
����� ����������������
�������� �����������
��������������������a
��������������������
����������������
��������	���	��
������b

�F�����

��	������������
��������������������
��������������
��������������
����������������
����b

��������
��
��
�
����
�������
��������������������
������������
����������������
�������b������
�������������

��b

�F���������

������������
�
������������b

�F�����

��������������b

�F��

����������	��
��������������b

�F����

��	����������
���	���	

	�����
	�����������������
�����������
	�����
	�����������������
�
�����
	�����
	�����������������

���������������

EEEE�EE�EE�

�����

�����

�

����� �� ���� ����

EEEEEE

���
"EEE !EEE 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