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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销香菇五天抢购一空
这个春节出头岭镇菇农们过得很开心

肿瘤医院门前鸣笛扰民

交管部门治理后状况改善

进步桥非机动车道“滑溜溜”
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今年整修

17位农民工

拿回22万元工资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关注冬季出行安全

1月27日，本版以《蓟州出头岭数十万
斤香菇盼售》为题，报道了蓟州区出头岭
镇香菇滞销，菇农盼援手的消息。报道刊
发后，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香菇姐”
的手机响个不停，短短五天的时间，冷库
中积压的香菇销售一空，这个春节出头岭
镇的菇农们过得很开心。
“《天津日报》的报道太及时了，香菇

滞销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除夕当天，
“香菇姐”开心地告诉记者，冷库里积压的
鲜香菇销售一空，还有不少批发商打电话
要货。

回想起香菇滞销的那一段时间，“香
菇姐”仍心有余悸，看着一筐筐香菇一天
天变蔫，有的还因为存放时间过长，需要
降级处理，急得她吃不好睡不香。即便这
样，附近家庭农场、菇农送来的鲜香菇，
“香菇姐”还是尽量收下，“菇农也不容易，
作为深加工企业我们有责任与菇农共渡
难关。”

报道见报后，事情出现了转机。许多
客商看到报道后主动联系“香菇姐”。

家住南开区的赵先生，当天早上一看
到报道马上打电话联系。“看到媒体报道出

头岭镇的香菇卖不出去，就想尽己所能帮
一把。快过年了，去亲戚朋友家拜年，反正
也要采购年货。”就这样赵先生一下就订购
了10盒干香菇，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赵先生
的这份举动让“香菇姐”感动不已。

河东区的贾女士看到报道后，订购了
四盒，得知发快递春节前就能收到货很开
心，“香菇礼盒里产品挺丰富，有平菇、木

耳、滑子菇、香菇、虫草花、白灵菇等，一天
炒两个菜，能吃到大年初六。不但能吃到
健康的食品，还能帮到别人，这个年货礼
盒买得有意义。”

东丽区一家企业的负责人陈经理看
到报道后，也主动联系“香菇姐”，订购了
200盒香菇礼盒，作为年货礼盒给员工们
发福利。“做企业，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

候，咬咬牙坚持一下，大家能帮就帮一把，没
有过不去的坎儿！”
短短几句话，朴实而温暖。“香菇姐”和菇

农们的干劲更足了，抓紧时间装箱打包，联系
运输，生产车间再现昔日紧张忙碌的场景。
“那几天，要货的电话响个不停，忙的时候都
顾不上吃饭。”
最让“香菇姐”兴奋的是，还有不少客户

打来电话，详细询问出头岭地区蘑菇种植的
品种、收获时段、产量等细节，表示要与这些
蘑菇企业深度合作，有些人还直接定下了去
“香菇姐”企业考察的具体时间。也有一些企
事业单位想到出头岭展开帮扶工作，目标就
是将菇农们的鲜蘑菇销往全国各地。
见报后，短短五天的时间，积压的鲜香菇

销售一空，干香菇礼盒卖出了1000多盒。食
用菌是蓟州区出头岭镇的主导产业，与此同
时镇上香菇市场的行情也明显好转，菇农们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香菇姐”说，春节前镇上香菇行情明显

好转，这里面有传统节日市场销售旺季的原
因，也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因素，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媒体的及时报道，让那么多爱心商
家和单位了解了菇农们的难处，大力支持出
头岭，“虎年，我们企业和菇农们一起，继续加
油干！”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李女士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海河上的进步桥非机动车
道上的路面有点水就打滑，有很多人在这
里摔跤，希望相关部门能给解决一下。

李女士介绍，降雪后进步桥很难
走。1月31日上午，进步桥上的雪虽然
被清理了一部分，但依旧很滑。“我常年
从进步桥上通行，知道地面滑，下雪的
时候就推着车走，可是几乎每次下雪天
都会看到有人在桥上摔倒。不只是下
雪天，遇到点水，地面也会打滑。”2月7
日，记者来到进步桥上，桥的两侧是非
机动车道，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量不
小。上桥位置恰巧有一小片水渍，记者

试探着踩上去，确实很滑。路过的市民告
诉记者，冬秋季节雾水多，早上上班或送
孩子上学特别早，桥面就显得更加湿滑，
经常有人滑倒。进步桥是李女士日常通
行的必经之路，为了桥面湿滑的问题，她
反映了不知多少次。“我从2015年就开始
反映，桥面整修过，这几年有过木质板、钢
板、橡胶路面，但怎么改路面依旧打滑，尤
其是在下坡位置。”

记者联系了天津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
事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进步桥非机
动车道铺筑的是聚脲防滑材料，和桥上机
动车道是同种材料。因为桥梁横跨海河，
早上会起雾水，所以打滑现象普遍存在。
考虑到进步桥非机动车道通行量较大，力
争今年将非机动车道进行整修，缓解打滑
的问题。另外将在桥梁明显位置提示市民
小心慢行。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17位在天津武清鸿昊广场项目做水
电工的四川籍农民工，春节前讨回了被拖
欠的22万元工资。

鸿昊广场项目的总包单位是浙江宝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执行经理吕超
称，这17位农民工所在的分包单位为浙江
绍兴广友劳务有限公司。17人的工资总
共39万元，离场时已给付11万元，还有几
万元因工程质量争议稍后给付，双方认可
的欠款总数是22万元。

17人讨要工资的时候，武清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了
解到，该项目还拖欠其他农民工的工
资，并责令总包单位全面解决农民工工
资问题。

日前，武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回复记者说，鸿昊广场项目总包单位已打
款，17位农民工的22万元全部到账。另外
280位农民工也已陆续拿到拖欠他们的工
资，总计300余万元。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文并摄

设置在小区无名路上的井口被车辆碾
轧坍塌，给过往车辆行人带来不便。日前，
有热心市民拨打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
了情况。

发生坍塌的井口位置在南开区晋宁
道淦江东里与天津评剧院之间的无名路
上，整条道路在百米左右，一头连接晋宁
道，另一头连接楚雄道，坍塌的井口在道
路中间，旁边是淦江东里15号楼。记者
在水泥井盖上找不到任何有关井盖权属
的信息，井口一侧的柏油路面也已塌陷，
露出来井盖的底部，深度在 50 厘米左
右。记者在无名路上看到其他井口也有
碾轧出现下沉的情况。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属地南开区城
管委，工作人员表示将赶赴现场查看，确
定权属后处理。截至发稿前，南开区城管
委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人员回复称已对塌
陷井口修复完毕。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文并摄

“近段时间终于能睡个好觉了。”家住
天津市肿瘤医院附近的刘先生感叹道。
日前，他曾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每
天不到6点医院旁排队入院的车辆就经常
鸣笛，一按喇叭就是数声，声音又大又尖，
影响周边居民休息。经过交管部门的治
理，目前状况有所改善。

之前，记者早上7时左右来到市肿瘤
医院旁的环湖西路上调查采访，早高峰排
队入院的车辆的确比较多，加上路旁有个
菜市场，不少买菜的人穿行在车流中。为
了提醒催促路人，司机便不断鸣笛。记者
粗略计算了一下，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
中，共听到七八十声鸣笛。

周边居民对机动车乱鸣笛意见很大，
“外环线内禁止鸣笛近20年了，为何肿瘤
医院这就禁止不了？”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市公安交管局，交
管河西支队在春节前已经开始治理，在宾
水道、环湖西路等重点道路明显位置设立
了4面“禁止鸣号”交通标志。支队长王亮
表示，环湖西路是目前车辆进入肿瘤医院
的必经之路，受院内停车场容量所限，许

多车辆需要在环湖西路排队等候，车流人
流集中违法鸣笛的情况确有发生。属地
东风里大队已经累计对32起鸣笛违法行
为进行了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规定，“驾驶人不得在禁止鸣喇叭
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天津市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则规定“外环线以
内全部禁止鸣笛”。目前我市在重点路段
和路口安装了 20 多处违法鸣笛识别系
统，仅2021年就认定了2400余起违法鸣

笛。尽管与例如闯红灯、违停等交通违法行
为处罚数量相比，这个数字不高，但按照全
市20多处违法鸣笛识别系统来计算，一处
识别系统一年就能揪出120多辆机动车违
法鸣笛。正如市公安交管局秩序支队副支
队长邢毅所说，鸣笛属于轻微交通违法行
为，虽然一直在持续整治，但依然有不少人
违法鸣笛。

市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对市肿瘤医
院及其他容易出现集中鸣笛扰民的地区进行
持续治理。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刘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大港经济开
发区安达工业园内主干路安和路因年久失修，坑洼难行，园区内
工作人员上下班很费劲。2021年9月，在大家的呼吁下，有关部
门终于动工维修，可仅修了一半就又停了，“这路何时才能完全
修好呢？”

刘先生的单位在安达工业园内，安和路是上下班必经之
路。此路车流量大，但却极不平稳，因为路上有大大小小四五十
处坑，最深的坑有40厘米深。

2021年9月，安和路边贴出一纸“安和路施工现场总体平面
图”，施工设备和人员进驻，开始大修。园区内工作人员很高兴，
心想着这路马上就要大变样了，可没想到，施工仅一个多月，
1600米长的道路修了不到一半就停工了。至今，剩下的道路还
是老样子，没有再动工维修的迹象，“这条路什么时候才能彻底
修完？”刘先生心中存有疑问。

安达工业园在滨海新区中塘镇管辖范围内，记者从中塘
镇政府了解到，安达工业园于2002年9月建立，历经近20年的
运营，各类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亟待维
修。安和路为进出安达工业园、连通津港公路的主干道路。
该道路建成以来，车辆通行量大、载重量高，致使道路结构受
到严重损坏，影响了园区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2021年中塘
镇党委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对安和路整体大修，并
将该工程作为2021年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授权天津市大
港经济开发区总公司具体实施。该公司于2021年9月3日正
式开工大修，9月正值天津地区主汛期，安和路大修项目必须
采取妥善的措施持续排水，所以施工进度极其缓慢。10月份
依据现场情况，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决定将原道路分为
两段施工，目前完成的是第一段道路，第二段将于今年春季继
续施工。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本报2021年 12月16日报道的《导氮
教育承诺退费难兑现》终于有了回音，导
氮教育机构有了“退费”的动作，只是这动
作有点不靠谱。

近日，本事件反映人邵女士告诉天津
日报记者，导氮教育之前一直没有履行退
费承诺，即使她告到法院并胜诉，也没拿
到钱。

春节前，导氮教育悄然推出一个“导
氮积分兑换商城平台”，上面显示原有学
员缴纳的课时费用都可以转换成积分，并
以积分的形式兑换网页上的商品。有工
作人员放出口风，“要么兑换商品，要么换
课，要退费还是没有。”邵女士说，她上兑

换平台看了，“里面的商品贵得离谱，价格
差不多是市场价的五到十倍。”

记者在导氮教育学员维权群看到，一
位学员兑换了商品之后在群里晒成果：2
个电炒锅、1个扫地机器人、1个电饭煲、2
个家用智能电烤箱，花掉了他本该兑现的
7999元，并依次介绍使用体验：“扫地机器
人不太好用，我感觉电饭煲是这里面最好
的东西，电烤箱没节能标志……”这位学
员表示，换了就完了，把这件事放下不再
纠结了。还有学员表示，他用30000元换
了价值5000元的商品。

记者点开邵女士发来的链接登录这
个兑换平台，里面可供兑换的东西分为两
大类，课程和实物商品。课程包含导氮教
育课程和新东方在线课程，实物商品则包

含了百货、珠宝、酒水、家电等。在商品栏下，
每个类目内的品种不多，而且只标积分不标
价格，浏览中记者看到“1积分等于1元钱”字
样，按照这个比例计算，一套六件套陶瓷茶具
399元，一套5件套厨房刀具699元，一台小
冰箱6880元。

与此同时，导氮教育在新浪网的微博号
依然每天都在更新，而且在这个兑换平台网
页的醒目位置，滚动售卖导氮教育的各种课
程，其中“2022 年金牌省考笔试行测集训
班”9800元，“2022年全国省考笔试备战课”
2399元……

记者扫描网页上显示的客服二维码，表
明身份申请加为好友，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发稿前，记者再次登录“导氮积分兑换商
城平台”，发现兑换链接全都打不开了。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聂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2021年她在
滨江商厦舒朗女装专卖店花费10000元办理了一张预付卡，不
久后该店撤店，她要求退回卡内余额，但距双方约定的时间过去
了近两个月，钱还没有退回。

聂女士介绍说，去年4月22日，她参加了舒朗女装专卖店充
值10000元赠送5000元的活动，当天用该卡购物消费1706元，
卡内余额还有13294元。当年8月26日，店员联系她，说商场和
品牌之间终止合作，舒朗女装专卖店月底将从滨江商厦撤店。
“我当时要求退卡，只要把当初的本金，也就是10000元本金去
掉消费的1706元剩余8294元退给我就行，店员说会上报公司。
8月29日她给我转发了一个微信截图，公司负责人承诺三个月
左右能把钱退回到我留下的银行账户里。可现在已经过去近五
个月，钱还没退。”聂女士说，她联系店员，但对方已经离职，又联
系舒朗公司也没有结果。

记者从滨江商厦获悉，舒朗女装专卖店的确已经撤店。
记者又联系了山东舒朗服装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聂女士退卡的事情公司在天津区域的负责人已经在跟进
处理。今年1月23日，聂女士反馈，舒朗公司承诺本月底将钱
退回。但截至记者发稿时，钱仍未退回。

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王秀杰律师表示，根据商务部《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
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单张单用途卡充
值后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限额。”舒朗公司向聂女士发
行充值1万元预付消费卡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有关规定。聂女
士有权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经营单位将会面临相应
的行政处罚。

《导氮教育承诺退费难兑现》追踪

费用换积分此举不靠谱

安和路为何只修一半？

预付卡余额何时退？

井口坍塌通行不便

相关部门进行维修

和平区大理道 71号楼

胡同口，有一个变电箱，箱

体已经锈迹斑斑，影响市容

市貌。 本报记者 赵煜

河西区纯正路靠近纯

美公寓一侧，有一个停车指

示牌，上面的内容已经无法

看清。 本报记者 赵煜

河东区昆仑路与香山道交

口，一处设施拆除后遗留的基

座妨碍通行。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武清区下朱庄街嘉宁道

北侧人行道边，静湖花园东

区南侧围墙部分向人行道一

侧倾斜。 本报记者 高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