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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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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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砌砖厂粉尘乱飞
礼明庄镇政府：已要求该厂加紧整改

▼读者来信

多部门出台举措推动小区充电桩安装工作

合力打通新能源汽车充电“堵点”

王府壹号车位手续六年没办下来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多位农
民工反映，他们在津南区国家会展中心配
套的调蓄池项目工地工作，分包公司只支
付了部分工资，还差他们30多人近30万元
的工资，几次索要都没结果。

农民工老刘介绍，调蓄池项目总包单
位是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分包
是浙江聚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他们还有
个包工头姓张，今年3月26日开始进场施
工，到 11月份工人们只收到部分工资。
“我们加起来还有近30万元工资没给。”
包工头老张说，当初他和分包公司签协议
时，写明按照施工的平方米数结算工资，
并约定了每平方米的人工费，但进场施工
后不久施工图纸变了，施工难度增加，工
时延长，原来约定的费用太低，他向分包
公司反映过这个问题，对方没理会。34

名工人都已经进场，只能先干下去。“现在
活儿干完了，分包只给了协议里写的那部
分钱，可是按照工人们的实际工作量和工
时计算，还欠近30万元的工资呢。”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津南区人社局，
该局非常重视，立即展开调查，并联合区
住建委和公安部门约谈了总包单位、分
包单位、包工头老张以及涉及欠薪的农
民工。该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包工头老张与分包公司在施
工前有协议约定，分包已支付了这部分
工资，并在老张的一再要求下增加了一
些钱。“应该说总包工地的管理还是比较
规范的，疫情期间进出工地需要登记和
打卡，每天还有施工日志。我们以此为
依据，按照工人实际工时和工种的时薪
重新计算了工资，逐一核实了涉及的34
人每个人的欠薪数额，34名农民工总计
欠薪323520元。”总包单位承认在实际监

管中存在一定的疏漏，为了维护农民工权
益，愿意先行支付这部分工资。目前所有
欠薪农民工均已收到足额的工资。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 1至 11
月，全市通过立案查处的方式为3205名农
民工追回工资4197万元，通过人社和行业
监管部门提前介入协调的方式，为11421名
农民工解决工资争议1.68亿元。该局对解
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秉承“严排查、早发现，
让拖欠隐患源头化解”的原则，对于恶意拖
欠农民工工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涉嫌有
能力却不支付劳动报酬且数额较大者，依
法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今年1至 11月，全市人社部门已向公
安机关移送恶意欠薪案件28件，公安机关
已立案19件。另外，我市还把治理欠薪工
作列入诚信建设行动方案。截至12月，全
市列入“黑名单”管理的欠薪失信主体达到
15个。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房志勇 文并摄

近期，本报连续报道的新能源汽车
充电难题，引起读者关注的同时更是引
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何打通
新能源汽车充电“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记者得到的多方反馈信息显示，相关部
门纷纷出台措施，多角度解决居民充电
难题。

推动锦棠苑充电基础设施改造

开发商在回复中表示，公司已经多
次协调电力部门，组织现场踏勘及实施
方案论证，并于12月 23日再次组织沟
通会论证实施方案，目前相关方案仍在
沟通中。近期，将继续努力协调电力部
门，尽快确定可行的安装方案并实施，
以满足业主使用需求。

市规划资源局西青分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规划分局高度重视本
报报道，了解到相关情况后，马上开
展相应规划梳理工作，今后将严格
按照文件规定，在行政许可中标明
充电桩的配比要求，后期将在所有
的规划条件通知书和图纸上醒目标
注。另外，在规划验收时，将加强部
门间配合，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的相关要求做好提醒，把充电设施
纳入联合验收范围。

作为竣工验收的牵头部门，西青区
住建委高度重视此事，各个科室已经组
成专班，相关科室划分好各自的职责，
推动解决此问题。区住建委将举一反
三形成长效机制，确保不会再次出现类
似问题。

多部门协商合力打通“堵点”

本报报道同时引起市级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12月28日上午，市规划资源局牵
头，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以
及报道涉及的西青区相关部门组织会议，
专题研讨落实充电桩建设相关要求，推动
充电桩安装工作。

市规划资源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规
划部门会主动对接，联合市发展改革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部门共同深入研究
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确保全流程无缝衔
接。按照《天津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暂行管理办法》梳理职责，明
确任务。

规划资源局将进一步推动充电桩规
划建设工作：一是加强对各分局规划审批
和验收环节的监督指导，进一步细化工作
标准，在以往已经开展的建设项目核发规
划条件通知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通
知书中，已明确“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按
照100%比例标准预留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安装条件”要求基础上，在通知书中告知

建设单位务必在实施建设中按照施工许
可要求实施到位。二是与市发展改革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相关部门建立联动协
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配合住建部门在
项目联合验收阶段做好充电设施验收把
关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将重新梳理相关文件，按照文件的要
求和分工，推动解决百姓难题。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作
为协调推动我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的牵头部门，针对操作层面出现的问
题，发改委和电力部门将共同研讨，细化预
留充电桩安装条件的相关要求，制定操作
细则，把充电桩安装条件的专业术语转化
成通俗易懂的内容，让相关部门和开发商、
建设单位能更准确地掌握具体要求，避免
产生歧义。

针对部分小区申请安装充电桩存在的
“堵点”，市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市电力公司、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部门对原有报装文件
进行优化，减少申报要件、简化报装程序，
为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

此外，市发展改革委还继续牵头统筹
建设居民小区公共充电桩，缓解物业公司
的压力，解决群众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题。
与居民自建充电桩相比，公共充电桩采用
企业向电力部门独立报装的形式进行，可
以克服小区电力不足的问题，由专业企业
施工建设、定期巡检，及时消除各种故障隐
患，运行更加安全高效，社会成本更低。“目
前，我市推广的小区公共充电桩建设模式
在其他城市得到推广，北京、成都等大城市
都在学习天津经验，推广建设小区公共充
电桩。”该工作人员说。据了解，我市已经
连续三年将居民小区建设公共充电桩纳入
到20项民心工程中，已经建成小区公共充
电桩7000余台。

聚焦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超级充电桩

34名农民工拿回了足额工钱

■ 本报记者 赵煜

天津日报：

我是蓟州区礼明庄镇后潵水头村村民，村子附近是天津悦

众新型建材制品有限公司，这个企业污染严重，尤其是粉尘污

染，大风天村民都不敢在户外活动。室外晾晒的衣服都会落一

层灰，还有小黑点。村子周边的马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

难行。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还我们绿水青山。

读者 刘先生

12月23日9时45分，记者来到了位于蓟州区府君路旁的天
津悦众新型建材制品有限公司，一辆装满砌砖的大货车正驶出
厂区，车上没有遮盖篷布，汽车驶过掀起阵阵灰尘。该厂主要生
产加气轻体混凝土砌砖，不少成型的砌砖就堆放在厂区内空地
上。一旁的大货车上已经装满了砌砖，依然没有遮盖篷布。绕
到工厂后方就看到了敞开式的储料库，其中一面墙用简易铁板
围住，墙面出现了巨大缝隙，顶部彩钢棚只剩下一半。棚内堆放
的全是制作混凝土砌砖用的原材料，依然没有遮盖，完全暴露在
空气中，可能是因为原材料重量较轻，稍微有点风，就能飘起一
片粉尘。

记者联系了蓟州区礼明庄镇政府，工作人员调查后回
复，记者反映的储料库没有房顶、原材料未苫盖、运输车辆未
苫盖、厂区清扫不及时等问题确实存在，已对企业下达整改
通知书。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1月7日的暴雪导致该公司储料库
房顶坍塌，企业将坍塌房顶拆除后原材料就暴露存放了。镇政
府已要求企业负责人在2022年1月13日前，将未苫盖的原材料
转运至坍塌库房西侧房顶完好的库房内，并完成库房周边封堵
工程。要求对混凝土砌砖成品运输车辆进行苫盖。对厂区内环
境加大清扫力度，加大洒水作业频率。

2021年12月27日，礼明庄镇公共安全办公室工作人员再次
到现场核查，东侧厂房顶棚已全部拆除，原材料粉煤灰已转运一
半。工作人员称该企业内卫生状况有明显好转。

蓟州区生态环境局执法队也在查验该厂所在区界内的粉尘
指标后表示，目前该地区没有粉尘超标的显示，但原材料没有苫
盖确实会造成扬尘，近期会突击监测厂区界内粉尘指标，如有超
标问题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记者调查

小区频现“花式占车位”

■ 本报记者 黄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老旧小区私家车数量逐渐增多，小
区的车位数量也求过于供，为了抢占车位，业主们私装地锁、
杂物占地，私涂牌号，甚至钉上铁链，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
数。近日，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多位居民的反映，私占车位
该管管了。

玉泉里小区位于南开区红磡大道，是 1998 年左右建
成的老旧社区，居民张先生反映，小区没有规划车位，应
该本着先到先停的原则，但一些居民私划车位，用废旧自
行车、私装地锁占位置，导致整个小区只要是空地就被私
自霸占，“居委会来治理过，但基本没看到什么效果。”张
先生说。

记者联系了南开区万兴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也很无
奈：“物业经常清理私占的车位，但往往清理的时候居民表示同
意，但过一阵子又把东西摆了出来。”一楼的居民觉得在自家窗
口停车太吵，也会将杂物堆到窗前空地上。“物业负责日常管理，
街道的工作是执法保障。一般发现这类问题以劝解做思想工作
为主，因为涉及居民的财产，也会在物品上贴出自行清理告知
书。即便没收了占位用的物品，并做出相应处罚，但过一阵又会
有一些居民用其他物品开始占车位。”

无独有偶，和平区南门外大街393号小区内近期也出现了
公用空地占为己有的情况。居民刘先生说：“影响居民出行，还
会对腿脚不好的老人和孩子带来伤害。”因安装地锁导致很多车
辆无法停放，进而也产生了堵塞消防通道的情况。记者联系南
京路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我们会尽快和相关居民沟通劝导，
自行清理。”

津赤路上，一口位于盲道上的长方形

通信井井盖丢失。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南门外大街和南京路交口一处人行道

凹凸不平，影响市民出行。本报记者 黄萱

天津日报：

我是王府壹号的业主。2015年8月

我在选购房子时，地产销售总监和当时的

销售员承诺赠送给我一个车位，并当场选

定C58号车位。2016年入住后，我发现这

个赠送给我的车位没有使用协议。我多

次联系对方，承诺给我补手续，但均没有

结果。我当年办理入住时，物业向销售总

监了解并确认了我对这个车位的使用权，

承认车位协议漏打，手续补办中。可是从

2016年至今，我们小区的物业主管换了三

次，每次都对我是否具备这个车位的使用

权产生疑问，每次核实后都告诉我协议正

在补办中，但到现在我也没看到协议。最

近又更换了物业管理人员，说车位要打包

出售，通知我停止使用该车位。我再主张

权益时，得到的答复是当时的销售总监已

经离职，答应给我的车位属于个人行为。

这么大的公司，拿诚信当玩笑，实在让人

不懂。

读者 齐阔宾

齐先生的问题，天津日报介入将近两
年了。两年时间里，齐先生向天津日报反
映过几次，每次接到反映，记者就把问题
通报王府壹号地产公司，得到答复是已经
解决，齐先生那边也表示，车位又能用
了。后来有一次，给齐先生调换一个C81
号车位。齐先生反馈说，C81号车位没有
C58好用，因为紧贴管道，汽车后门打不
开。尽管如此，齐先生也答应了。但不管

是C81号还是C58号，任何一个车位的手续
都没有交给齐先生。

记者前往采访，却在王府壹号大门处遭
拒，随即拨打开发商客服电话，不久接到一个
短信，称已由“沈某某”接单处理。沈某某在
电话中说开发商已与齐先生联系，但作为一
名普通物业人员，他无权接受采访。当天晚
些时候，王府壹号物业项目负责人回复记者
说，齐先生反映情况属实，地产方面已着手为
其补办手续。齐先生也向记者反馈说，接到
地产工作人员电话，称其车位使用协议手续
正在由地产公司负责人签字，2021年12月底
前办好。24日，王府壹号地产工作人员回
复，齐先生本人已经在车位使用协议上签字，
待公司履行完手续盖章即可生效。

▼读者来信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