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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改门”屡堵屡开如何破解？

天津帮办

一户开两门 危险又扰民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摄影 王倩

近日，本报热线 23602777 接到多位市
民反映，和平区电台道“窗改门”现象屡次
治理屡次回潮，前两年执法部门刚刚将门
全部封堵，如今又有 20 多户房主将窗户改
成大门，作为“底商”经营，
“私改房屋结构
存在安全隐患，经营底商又扰民，执法部
门出钱出力封堵，房主又悄悄改回去，周
而复始，这个问题何时才能彻底破解呢？”
大家无奈地说。而这样的问题在我市其
他区也存在，
治理起来困难重重。

“窗改门”
房主租户都获利 居民却是心慌慌
市民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和平区电台
道 6 号楼，一楼原本没有底商，可因为临街
有商机，部分房主就把房屋原本临街的窗
户改成门，用作经营，甚至有一套房子两
个房间都“窗改门”的情况。11 月 16 日，记
者在现场粗略数了一下，这里有 20 多户
“窗改门”，经营项目有奶茶、炒饭、便利
店、五金店……甚至还有一家是某房产中
介的网点。与其他正规底商不同，这些店
面的牌匾和灯箱都是经营者自己设计和
悬挂上去的，样式不一，位置也不同，空调
室外机胡乱分布，有的店门前还堆放着杂
物，
环境杂乱不堪。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窗改门”的店面
大多数是房主用来出租的，但也有个别是
房主自己在经营。
“ 我这个店大约 50 平方
米，如果对外出租房租是 5200 元起。我旁
边还有一个店，
面积也就不到 30 平方米，
以
前租给两个经营甜品店的年轻人，月租金

4000 元。这一片店铺的房租基本都是这个
价，上下浮动也就两三百元。”一家店铺的
店主同时也是房主介绍，电台道 6 号楼临
街，又是繁华地段，周围有高校也有写字
楼，
算是经营商业的好地段，
楼上 50 平方米
左右的房屋，当做民宅出租，每月租金才
2500 元，可一楼“窗改门”后作为“底商”出
租，
租金一下子翻一倍，
所以一楼居民大部
分都“窗改门”。这里的租户经常换，不过
也有几家干餐饮的，一干就是十年。一位
租户告诉记者，租“窗改门”的房子一是面
积小，三五十平方米，租金低；二是民水民
电，
节省了不少成本。
刘先生是电台道 6 号楼的居民，他说
房屋建设于 1988 年，当时临街商业还未
兴起，最初设计时，一楼是没有底商的。
后来随着临街商业发展越来越快，电台
道成为和平区比较繁华的地段，从中看

十年治理
“窗改门”数量翻番 反复堵，堵反复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和平区南营门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对“窗改
门”的治理，主管部门为和平区住建委，街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读者来信

措手不及。供暖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希望
相关部门及时解决。

反映人 福家康养中心负责人

▼记者调查

天津日报：
我是西青区津门湖澄澜花园福家康
养中心（养老院）的负责人。11 月 1 日，供
热站未能及时给我们供热，养老院目前有
30 多位老人在此居住生活，未按期供热给
老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气象部门
还预报周末（11 月 6 日）有雨雪天气，降温
明显。届时，如果供热出问题，极易导致
老人身体不适，
甚至感冒、发烧。
供热站没有按期供热，是因为去年没
交采暖费。但是事出有因，因为去年暖气
不热，而且我们与供热站就供热缴费标准
存在分歧。在今年供热开始前，我们工作
人员多次联系供热站，也没说要给我们停
止供热。现在供热站未及时供热，让我们

康养中心和供热单位为了缴费问题
争执不下，但是康养中心 30 多位老人，面
临冬季没有供暖的境地，让人忧心。如何
让老人温暖过冬？
11 月 3 日 17 时许，记者来到福家康养
中心进行了解。该中心位于西青区津门
湖，是一栋临街建筑。负责人梁经理告诉
记者，目前中心住着 30 多位老人，还有部
分工作人员，因为没有暖气，只能临时使
用空调取暖，但是效果不佳。
“周末马上大
幅降温，并伴有雨雪天气，情况紧急，虽联
系了多个部门，但未能恢复供热，这可太
急人了。
”
梁经理说。
记者联系了天津市津热供热集团，相

《五爱道百米路段坑洼难行》后续

河东区东兴路荐福庵一侧道路绿化带
上，一根灯杆倒伏在地，长时间无人清理，
有碍市容环境。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和平住建委
平稳有序 持续治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居民对“窗改门”
最大的担心是安全问题。对此，市住建委工
作人员表示，
“窗改门”究竟对主体结构有没
有影响因房而异，需要根据房屋的实际情况
并进行专业鉴定后才能判断。对于电台道
6 号楼“窗改门”，和平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2020 年“窗改门”管理回归到区住建
委，针对电台道“窗改门”问题，该委经过反
复实地勘察研究，现正在调研并拟协同区内
其他部门研究治理方案，待制订方案后上报
区政府审议，力争做到疏堵结合、平稳有序。

养老院30多位老人终于用上了暖气

呼声·随手拍

和平区成都道与南京路交叉口的便道
上，地钉凸起，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赵煜

到商机，一楼临街的房主陆续“窗改门”，
将房屋用来经营。
“‘窗改门’是私自改变
房屋结构，给其他居民居住安全带来隐
患，我们都很担心。有几家小饭馆，存在
油烟污染，环境脏乱差，还扰民。在我的
记忆中，执法部门至少封堵过两次，可每
次都是堵完不久，房主看风声没那么紧，
再 重 新 开 门 ，继 续 经 营 。”刘 先 生 说 ，对
“窗改门”的治理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反
复浪费执法资源和力量，问题却始终得
不到根治。

道综合执法只是配合执法。
记者又联系了和平区住建委，该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
“窗改门”
违反《天津市房屋安全
使用管理条例》第二章第五条“禁止在住宅楼
房外檐上增设门窗、拆窗改门或者扩大原有
门窗尺寸”，
这种行为给公共居住环境带来不
便与风险隐患，属于违规行为。电台道最初
有违规“窗改门”9 户 11 个，都是在 2011 年到
2012 年间违规拆改的。工作人员多次入户，
做违规相对人的工作，
要求恢复原状，
但他们
均拒不改正。该委于 2012 年对该地区“窗改
门”进行封堵。2014 年市政府出台《天津市
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
“窗改门”
问题下沉
到街道，2019 年底街道综合执法对该地区
“窗改门”
再次集中封堵，
可如今又回潮，
据统
计，目前存在“窗改门”23 个。
“ 窗改门”问题
在日常治理中是工作难点，封堵一处“窗改
门”，
成本较高，
但相对人违法成本却比较低，
现行法律法规又无强有力的制约手段，存在
“反复堵、堵反复”
的情况。

本报讯

五爱道破损路段开始维修
高立红

（记者
）本报 11 月 18 日
刊发了《五爱道百米路段坑洼难行》一文，

报道了五爱道丁字沽一号路至丁字沽南
大街之间路段破损严重、坑洼遍布影响市

关工作人员表示，康养中心所在的建筑物有
供热欠费。因为康养中心尚未取得养老院资
质，无法享受居民住宅 25 元每平方米的供热
价格，只能按照 40 元每平方米的商业供热价
格缴费，而康养中心一直要求按照居民住宅
供热价格缴费，这是目前双方主要分歧。此
外，
康养中心对供热费的收费面积、合同签订
等方面也有异议，因此一直没有缴纳去年供
热费，
按照相关规定对该建筑物停止供热。
津门湖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去年该康养中心与供热公司之间存在缴费
分歧。双方主要纠纷是收费标准和收费面
积等问题，街道曾经组织双方开过协调会，
但是没有达成共识。该负责人表示，街道会
继续出面做双方工作，推动此事解决，尽快
恢复供暖。
11 月 5 日，在多方协调下，供热公司同意
暂时按照居民住宅 25 元每平方米的标准收
取供热费。11 月 6 日，康养中心负责人缴纳
部分押金后，
供热公司恢复供暖。

民出行的情况。
见报后接到红桥区城管委回复，该路段
已开始维修，一应问题均在本次维修过程中
解决。维修期间，
公交车照常通行，
其他车辆
禁止通行，
需要经过此路段的市民，
请提前安
排绕行。

帮办热线 2360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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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光缆井盖损坏存隐患
天津联通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市民刘先生近日向本报热
线 23602777 反映，和平区新华
路与重庆道交叉口，
靠近马车铜
像位置的人行道上，
有一处井盖
翻起损坏，对过往的行人造成
了影响。刘先生说，
也不知道坏
了的井盖归谁管，
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尽快解决。
“下午有一个市民没看见
踩空了，摔了一跤，裤子都破
了。
”
刘先生称，
该损坏的井盖位于五大道风景区周边，
过往行人
非常多，
旁边的铜像也是游客们的“打卡地”，
井盖这么坏着很容
易出现安全隐患。11 月 18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井盖是四边形
的铁艺制品，上面刻有一个“联”字，呈半掉落状态，只依靠两个
角撑住整体使其未能掉落。井盖上面放有一个倒着的自行车，
提醒着过往行人小心脚下，
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由于该井盖上刻有一个“联”
字，
记者尝试联系了天津联通，
工作人员回复称，接到反映后，天津联通和平分公司高度重视，
立即安排人员现场勘察，
确认了该通讯光缆井的产权后，
现场制
定解决方案，
调来电焊机对井盖进行了修复、加固。

华明东区规划的学校未建成

居民面临孩子上学难
■

本报记者 黄萱

日前，家住东丽区华润橡树湾香润轩小区的刘先生向本报
热线 23602777 反映，小区所在的华明街道东区（以下简称华明
东区）原先规划的学校，
一所都没有建成，
孩子上学难，
希望有关
部门能尽快解决就学问题。
刘先生介绍，2014 年前后居民向规划部门询问小区配套建
设，
得知华明东区规划建设 4 所幼儿园、
2 所小学、
1 所初中。
“目前
一所学校都没看到，
周边小区的孩子入托上学都成了问题。
”
刘先
生的孩子目前已经在
“隔壁”
区街的华新小学上学，
距离虽然不算
太远，
但道路拥堵，
每天都有因为堵车而迟到请假的学生。
记者来到香润轩小区，
从这里需途经弘信道到达华新小学，
而这条路就是刘先生所说的拥堵道路。从小区到学校，路程全
长 3 公里左右，
平峰时段 10 分钟就可以到达，
高峰时段需要半小
时，
甚至更长时间。
记者联系东丽区住建委，
基建科工作人员回复，
由于华明东
区开发时教育设施用地未随住宅地块一并出让，造成教育设施
未与住宅同步建设并交付。2013 年以来，该区域华润橡树湾等
住宅项目逐步开发建设，
因前期入住率不高，
周边教育设施基本
能够满足教育需求。后期居住人口逐步增加，为保障适龄儿童
入学需求，原东丽区建委于 2016 年启动教育设施前期手续办理
工作。又因批复时间较早，
与现行建设规范不符，
需对容积率及
用地控制指标进行调整。但受指标调整、建设资金未落实影响，
项目建设工作停滞。2019 年以来，东丽区住建委积极探索“纳
入政府推介项目”
“纳入政府专项债项目”
等资金渠道，
努力再次
启动教育设施建设，
但均未能落实资金。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东丽区教育局，小教科负责人介绍，
2015 年之前由于一年级适龄儿童入学需求人数极少，区教育局
将这些孩子划归到华明街道西侧华明学校入学。随着就学需求
增加，区教育局将该地区设为华新小学招生服务范围。学前科
负责人介绍，为了解决华明东区住宅小区周边无公办园问题，
2020 年以及 2021 年将该地区适龄儿童划入位于华明街道西侧
的流芳幼儿园（公办园）招生范围内。
另外，
东丽区教育局负责人介绍，
今年 9 月 27 日东丽区发改
委组织协调会专题研究华明东区教育设施建设工作。会议决
定，前期将 2 所幼儿园、1 所小学申报纳入政府投资计划储备项
目。华明东区孩子入学入园难的问题正在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