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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灵顿海上花苑小区

人行道闸机损坏难复原

东丽大道3公里有5处跑冒结冰带

路牌错了想要改有点难
设立和管理有待规范

宏亮大街 居民回家路难行

解放南园

休闲座椅损坏多
河西区城管委

已经维修完毕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东丽大道上，相距不足3公里，竟
然有5处污水跑冒、结冰的路段。这是
条交通主干道，长期跑冒结冰，十分危
险。”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读者
电话反映，希望相关部门推动解决。

居住在东丽湖附近的居民薛女士
表示，东丽大道上多口污水井存在污水
外溢的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治理。现在
已到了最冷的季节，外溢的污水都结成
冰，给行人和过往车辆带来不小的安全
隐患。“相关部门也治理过，但是效果并
不明显，一个污水跑冒怎么治理起来就
这么难？”

接到居民的反映，记者驱车来到现
场。东丽大道是东丽湖街的交通主干
道，道路两侧有大型公园、度假酒店和
大型游乐场，还有多个大型居住区，车
流量较大。记者从市区方向，沿着东丽
湖路右转东丽大道不到300米，就发现
一处跑冒结冰的点位。这个点位处于
东丽大道与情景大道交口处，路口有两
个井盖，其中一个井盖的缝隙处正在往
外冒污水，附近的道路，两侧的斑马线
以及便道都十分湿滑，尽管现场能看到
撒盐融冰的痕迹，但效果并不明显，还
有结冰的地方。因长期被污水浸泡，路

面已经坑洼不平，布满裂缝。
“这个路口污水跑冒很久了，到了冬

天积水结冰，路面湿滑，像我这样上了年
纪的人都不敢从这过马路。”附近骑三轮
车的赵大爷告诉记者。

记者驾车沿东丽大道往东继续行驶2
公里多，又陆续发现4处污水跑冒点位，溢
出的污水污染了周边的绿化带，有的地面
甚至被黑色污泥覆盖，低洼处的积水已经
结冰，道路湿滑，存在安全隐患。
“污水是从绿化带一个井盖里冒出来

的，已经有大半年，周围的植物死了不少。”
西大街附近小区邻水苑居民韩女士说。

在东丽湖公交站门口，污水外溢的现

象更严重。一个高出地面约50厘米的污
水井挡在车站入口中间，显得十分突兀，
高出地面的部分用红砖砌成，铸铁的井盖
和底座则直接放在上面，污水从红砖的缝
隙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局部已经冻成
厚厚的一层冰。
“在公交站前设置高出地面的污水

井，这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再加上污水
外溢、结冰更危险。这关系到百姓出行安
全，相关部门应该有所作为。”附近小区慕
湖苑居民崔先生说。

除东丽大道上的污水跑冒点位，记者
在东丽湖路地道、紫薇道等处，也发现多
处道路积水、结冰的现象。

据了解，东丽湖社区基本上是近十几
年建设开发的，基础设施比较新。为什么
污水跑冒的现象这么集中？甚至一条主干
道上相距不足3公里就有5处污水跑冒、结
冰的情况，谁负责污水管道的养护管理？

记者联系了东丽区水务局，该局排水
科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该区域排水主干管
网由东丽湖街道办事处进行养护管理，周
边小区通过泵站向排水主干管网排污。有
时候，小区污水井开泵后因为调度不及时，
和外管网没有联动起来，导致外管网压力
过大无法及时排出，造成污水外溢。“前期，
区水务局指导街道办事处督促物业做好开
泵协调调度，错峰排水。从目前来看，可能
还是错峰调度没有协调好，存在一定的疏
漏。今后将进一步督促、指导街道做好协
调工作。”

然而东丽湖街道办事处的说法却有不
同，相关工作人员给记者的答复是，为了防
止跑冒结冰导致的危险发生，每天都会安
排市容部门在污水外溢的位置抛撒融雪
剂。街道从去年开始就在研究治理此问
题，也多次吹哨召集相关职能部门，查找原
因，商讨治理方案，目前整体工作有进展，
但是还没彻底解决。

到底是错峰调度没有协调好，还是有
其他原因导致污水跑冒迟迟没能彻底解
决，对此本报将继续关注。

关注冬季出行安全

■本报记者 黄萱

路牌指示不清，会给交通参与者带来
困扰，市民徐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
映，李七庄街道有三个路牌有错，然而修
改这三个路牌却并不容易，因为它们的
“产权”不一样。

徐先生住在西青区李七庄街，一次遛
弯的时候发现家门口的路牌标错了，于是
他想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有问题的路
牌，没想到还真让徐先生找到好几个。宝
带路和鑫通道交口的路牌将“凤展道”写
为“凤展路”；梨秀园小区门口路牌指向右
转汇川路300米，但右转只能到达外环南
路；梨双公路与津淄公路附近一个路牌标
注此处到梨园头距离4公里，超过实际距
离好几倍。

记者按照徐先生所指，找到了这几
个有问题的路牌。其中“凤展路”的路
牌确实写错了，因为周围只有凤展道，
并没有“凤展路”，而地图上也没有“凤
展路”。另外记者按照路牌找汇川路，
从梨秀园小区右转步行约370米到达外
环南路，再左转步行 270 米进入梅江西
路，走约100米右转才能进入汇川路，全
程近 1公里。如果驾车需要绕行，全程
大概 3.8 公里。梨双公路的路牌上标注

到梨园头 4公里，实际驾车仅需 1公里
左右就可到达。

随后，记者联系相关部门，希望尽快
将路牌修改过来，但并不顺利。按照惯
例，记者找到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西青
支队，得到的回复是“这几个路牌不是交
管部门立的”。记者又联系西青区运管
局，西青区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工程养护科
工作人员核实后答复，“梨双公路的路牌
属于我们管理，其余两个不是我们负
责”。经多方寻找，记者终于得知另外两
个路牌是天津城市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设立的，他们称“距汇川路300
米只是一个指向，并不是准确距离。”另外
一个“凤展路”的确错了。

看似平常的路牌，却有各自不同的
“身份”，到底什么样的单位可以在路面上
设立路牌，又有多少个单位拥有这样的权
限呢？记者再次展开寻访。

市交通运输委回复：“外环线和天
津大道路牌的养护属于我们的职责范
围。”市城市管理委回复：“路名牌是市
规划资源局管命名，城管委设立。”市交
管局说：“市内六区的交通指示路牌是
由交管部门管理养护，其他区域应由各
区养护。”

交管部门说，在人们的认知里，路牌

应该是交管部门设立，但一些单位如有需要
也是可以自行设立的，而且设立路牌无需审
批，只要在交管部门报备，并且路牌的样式和
位置符合国家标准即可。

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记者找到《天津
市城市道路交通指引标志设置规范》，《规
范》中指明路牌分为一般道路指路标志、快
速路指路标志、重要地点及旅游区标志、慢
行交通指引标志等几种，还有提醒道路交
通安全的特色标志。这些指引标志的颜色
样式以及设置位置均有严格的规定。不过
记者翻阅了近 50页的《规范》也没有找到
哪个部门或单位可以设立路牌，又由哪个
单位来管理。

记者手记

路牌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它对

于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作用并不明显，但对

于第一次到访的人来说，一块指示清晰的路

牌也许会让人节省许多宝贵的时间。

一段时间的采访，联系了多个部门，打

了几十通电话，得到最多的答案就是不清楚

和地点不同管理单位不同。路牌设立和管

理看似是个小问题，但如果谁都能设立路

牌，又没有明确管理，路牌有误或是破损找

谁？私自设立路牌是否违规？误导交通又

由谁来负责？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并摄

近日，家住东丽区上东金茂悦小区的
李小姐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小区北
门外的宏亮大街因年久失修，道路坑洼难
行，业主们出入小区十分不便。

记者在现场看到，宏亮大街看上去就
像一条土路，只有部分地方有柏油路面的
痕迹，但也是坑坑洼洼，并伴有积水，路旁
堆放着大量泥土和垃圾。这是通往小区
北门的必经之路，车辆经过时颠簸厉害。

李小姐介绍说，上东金茂悦小区在
2021 年 8月份交付，北门外就是宏亮大
街，可回家的路通行困难，尤其是夜晚光

线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出事故，“业主向物
业反映过，工作人员说这条路是市政道
路，即将维修，可到现在5个多月过去了，
还没维修。”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东丽区住建委，对
方回复：宏亮大街本是远年村队建设的乡
村道路，随着东丽区城市化进程加快推
进，村民逐步搬入还迁房，村队撤销改为
居委会，原村队不再对道路进行管理，导
致道路通行情况比较差。根据天津市城
市规划方案，宏亮大街规划路名为程新
道，按照市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该道
路由市级财政部门投资、市级配套部门建
设。市级配套部门于2020年将该路纳入

建设计划并委托东丽区实施。按照区政府
工作安排，该委于2021年完成道路建设手
续审批和施工招标并确定了施工单位，目前
到位了一些资金。鉴于现阶段已是冬季施
工难度大，因此计划春节后进场施工，预计
今年10月份完成道路建设。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市 民 于 先 生 近 日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河东区七纬路与十四经路
交口处，有一个废品回收站，该回收站经
常把收来的废品堆在路边，占据了周边的
人行横道，影响市容环境的同时，也存在
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治理。

1月14日，记者来到读者投诉地，该废
品回收站位于一家洗浴中心对面，路边停
放了4辆小货车，车上装满了废弃铁架子、
纸盒子，最高处足有两米高。不少打包好
的纸箱、饮料瓶、泡沫板、废旧的灭火器等
物品就堆放在人行横道上，还有几辆电动
三轮车上也堆满了回收来的废品，占压着
盲道。废品回收站内同样堆满了收来的

废旧物品，还停有一辆装满纸箱子的电动
三轮车。一名工作人员称，废品回收站已
经经营三四年了，屋里装不下就会堆放在
外面。这次因为快过年了，准备把这些废
品清理一下，所以外面堆得多了些。

记者联系了属地河东区大王庄街道办
事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回收站点具备
相关经营资质，有营业执照。其占用公共
空间堆放物品并进行经营的问题，街道执
法人员已经按照《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第六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责令其整
改，并要求停止违法行为。1月17日，在执
法人员监督下该商户已整改完毕，下一步
执法人员也将加强对此处的巡查整治工
作，防止其违法行为反弹。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

红桥区惠灵顿海上花苑小区
东门人行道闸机损坏，3个多月
没有修理换新。

该小区业主反映，2021年 8
月，闸机出现故障，任何人都能随
便进出，让业主对小区安全产生
忧虑。

几千元成本的闸机坏了，修
理即可，为什么几个月得不到解
决？小区居民说，物业要用小区
车位费收益更换闸机，业主不同
意，理由是小区物业费3.6元/平
方米，物业费标准较高，出现问题理应从物业费里出，而不是动
用小区公共收益。

记者同年12月22日晚间来到现场，该小区东门一侧的人行
道闸机收起，外卖员、快递员等随意出入，不见有人登记验码。
闸机机身上贴着一张“设备待更换”的字条，显示为海上花苑物
业服务中心张贴，时间为2021年10月20日。记者拍照期间，一
位保安走过来。记者询问闸机情况，保安说：“坏了，等着更换
呢。”至于其他问题，保安表示不知道，让去问物业。

记者随后来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办公室，前台物业工作人
员记录了记者的问题后表示会转告相关负责人。

记者随后联系该小区所属红桥区芥园街河滨花园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介绍，居委会在该闸机瘫痪之初就了解到情况，而
且做了许多沟通协调工作，目前已确定本次人行道闸机更换费
用采用物业费与公共收益各50%的方式支付。

2022年1月6日，居委会贴出公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
前未接到业主异议，准备通知物业进行更换。小区敞了3个多
月的人行道闸机，即将恢复。

■本报记者 黄萱

市民张大娘独自一人住在宝坻区宝平街岳园小区，前不久
收到欠水费近600元的通知，张大娘一个人独居，用水量很少，
为了弄清事实，她拨打了本报热线23602777。

张大娘是2021年10月份接到的欠费通知，显示欠费578.2
元。这个数字让大娘震惊：“我一个人住，白天还出去干活，怎么
会用这么多水？”张大娘到宝坻区泉州水务公司去查明细，发现
2019年10月记录的用水量46吨。
“2019年5月份租户结清水费搬走了，房子空了两个月，7月

份我交了170块钱水费。”张大娘将在水务公司打印的明细拿给
记者看，明细从2019年 9月份开始，应收水量一栏明确写着
“2019年10月份46吨”，随后也有两个月用水量很明显，分别是
2020年4月和10月，前者用水11吨，后者8吨，其余月份用水均
在4吨以内。
“我家没有洗衣机，而且就一个人住，怎么会用这么多水？”

大娘回想起2015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后来查不明原因，也就
不了了之。

随后记者联系宝坻区泉州水务公司，工作人员承认46吨
的确数字很大，“但也不排除用户用水不当的可能”。从大娘
家一段时间的用水量来看，工作人员也判断不存在跑水情
况。在大娘提供的用水明细单上没有2019年7月和8月的用
水量，水务公司查询后说这两个月大娘家用水量为0。按照大
娘的表述，她2019年7月份交了水费，然后两个月没用水，9月
份就用水46吨，早应欠费停水，对于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称还
需要核实。

在与水务公司的交涉过程中，张大娘也不断观察水表的变
化。她在2021年12月30日拍下水表的照片，上面显示用水量
是962吨，2022年1月8日再次拍了张照片，显示1961.7吨，大娘
因此质疑水表出现了问题。关于水表读数有误，工作人员说：
“已经给大娘换一块新表，过一段时间观察下用户的用水情况，
再来判断。”

46吨用水如何产生，这个费用谁来负担，截至记者发稿时，
仍没有定论。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文并摄

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23602777，
反映河西区解放南园内的多把休闲座椅出
现不同程度损坏，影响使用。

接到反映后，记者赶往现场查看。该
园坐落于解放南路一侧，紧邻海河中学。
在公园中央部位，设有八个两米左右的木
质休闲座椅，其中三个休闲座椅的椅面，均
出现木条破损掉落情况。“应该是长期风吹
雨淋造成的，多多少少影响游人使用，看着
也不是很美观,希望有关部门尽早更换。”
家住东莱里小区的市民高大娘告诉记者，
该座椅平时使用率还是挺高的，来此健身
的市民经常会用到。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属地河西区城管
委，区城管委下属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表示会尽快安排维修，恢复休闲座椅
完整。18日，河西区城管委公用事业服务
中心绿化管理一所工作人员将破损座椅修
缮完毕。

废品回收站占路经营存隐患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马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他居住的西
青区杨柳青镇新华里3号楼年久失修，外墙风化严重，墙皮经常
掉落，给出行的居民带来安全隐患。

马先生介绍说，新华里3号楼是一栋老楼，建于1985年，
至今已有37年的房龄。近来，外墙时常掉落墙皮和水泥块。
“我早起去上班，经常能看到地面上有夜里脱落的水泥块，楼
体外墙面上也是缺一块儿少一块儿。楼周围没人敢停车，家
家都嘱咐孩子外出时注意，别在楼附近玩，就是担心万一掉落
水泥块会砸到人。”马先生说，墙皮经常性脱落，再不维修，很
容易造成严重后果。希望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消除威胁
居民安全的隐患。

记者也将情况反映给了杨柳青镇政府，工作人员调查后回
复：对于新华里3号楼的问题，镇政府已责成物业公司及时排
险。由于新华里3号楼无房屋维修基金，根据《天津市房屋安全
使用管理条例》房屋所有人应当承担房屋修缮责任。社区居委
会于2021年11月11日在3号楼各楼门张贴了征求业主共同出
资进行修缮的通知，同意出资的业主可到社区居委会登记，但至
今无人登记。下一步，杨柳青镇政府将积极与西青区住建委等
相关部门沟通，争取将新华里3号楼纳入旧楼区提升改造计划，
解决整体修缮问题。

这事儿有蹊跷

独居大娘月用水46吨

年久失修外墙风化

新华里3号楼盼改造

呼声·随手拍

地铁6号线梅林路站出口外，一个公

告牌附近的地砖缺失，坑洼不平。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时代数码广场附近一处电线杆旁路面

塌陷，市民经过容易绊倒，希望尽快维修。

本报记者 黄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