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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箭头“打架”慢行路面“错位”

这些交通标线让人看不懂

地道跑水结冰行人通行不便
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架泵排水撒盐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高立红 文并摄

关注冬季出行安全

17年前借书未还 滞纳金需缴数千元

依据《民法典》“欠账”终解决

平房拆除后管道裸露

闲置公交站

何时能拆掉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17年前从天津图书馆借书因故未还，
再想办理相关手续却需缴纳数千元滞纳
金，查阅《民法典》发现适用的法律条文，
困扰读者17年的“欠账”得以解决。

17年前从图书馆里借书的读者李女
士，当时还是一名学生。李女士办理了一
张天津市图书馆的借阅证，在复康路馆借
阅三本书。书没看完，就匆匆去外地上大
学了，到学校才发现书没还。大学毕业后
李女士又留在外地工作，这三本书的事被
她忽略了。10年前返津，李女士又想去图
书馆借书，这个时候才想起那三本书，但
是书早就找不到了。

借书未还，成了李女士的心病，马上
去图书馆咨询，“工作人员看了计算机告

诉我，先交1000多元滞纳金。”这超出了李
女士的承受范围，所以当时没交钱。

李女士说她没打算逃避，但也不认可
1000多元的费用，总觉得还有比交高额滞
纳金更妥善的解决方法。2021年她再次
找到天津图书馆，却被告知滞纳金数额已
将近3000元了。这让她更加难以承受。

好读书、涉猎广的李女士终于在《民
法典》里发现解决方法，她觉得自己与天
津图书馆的借阅未还事件可以参照第585
条解决，即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根据当事人请
求适当减少。

2021年年底，李女士通过便民网络给
天津市图书馆留言，希望酌情考虑她的滞
纳金问题。“不久，我接到天图电话，说图
书馆本着为读者办实事的原则，让我补齐

书款，再缴200元滞纳金解决问题。我赶紧
去补齐了60多元书款再交了200元罚款，这
件事总算解决了。”

事不大,但压力不小，问题压在心头十几
年，这次得以解决，李女士说感觉特别轻松。

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郭明律
师认为，根据《民法典》第585条规定，违约金
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李女士在网络留言中提出的要求，正是使用
了这一法条，请求图书馆酌情处理。天津图
书馆借书未及时归还问题虽然最终以图书馆
为读者办实事的举措解决，但在给付方面与
《民法典》规定吻合。郭明认为，考虑到三本
书现在的购买价格及17年间给图书馆造成
的负面影响，“补齐60多元书款再交200元滞
纳金”比较公平。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近 日 有 市 民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在河西区台儿庄路光华
桥下地道涵洞上坡处，路面时常结冰，
给路人通行带来不便。

15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实地采
访。沿着台儿庄路，由光华桥去往刘
庄桥方向的地道涵洞上坡处，有一条
长3米、宽2米左右的冰带。结冰部位
正处在非机动车道上，为避开冰面，市
民只能到机动车道上骑行，险象环
生。紧邻冰面有一口标注“天津排水，

污水”字样的井，记者用脚踩踏井口四
周，会有水从井口流出，这些水顺着甬道
流向涵洞一侧的排水口。“这里隔三岔五
就结冰，尤其是早晨起来结冰最严重，行
人经过时很容易摔倒。”路经此处的市民
邵先生告诉记者。

记者就此情况联系市排水管理事务中
心，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后初步判定，因降雪
量大造成井内水位偏高，加之这个井地势
低，其他管道内的水汇集于此，来不及排放
形成外溢。该中心已派人架泵，降低水位，
同时在周边撒盐加速冰雪融化。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并摄

近日，市民周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河北区律纬
路33号院内平房改造后存在管道裸露在外等遗留问题，居民们
出入十分不便，盼有关部门能尽快帮忙解决。

周先生介绍说，律纬路33号院内原有一栋楼房、一排小二
楼和一片平房，后平房被拆除。房子是拆了，但拆房的后续工作
没做完，地面坑洼不平，只用绿网遮盖，一些管道裸露在地面
上。院内有近70户居民，其中不少是老人和孩子，出入很容易
被绊倒，加上冬季雪天多、管道被积雪覆盖后，安全隐患更大。
院内房屋有的是企业产、有的是私产，权属比较复杂，公共区域
出现问题后，也不知道谁来管，居民们很无奈。“这些问题已经影
响了居民正常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忙解决一下。”

2月10日，记者来到了律纬路33号院，院内靠近右侧区域
用蓝色挡板围住，但有一米多宽的砖头瓦砾延伸到院内主干道
上，上面用绿网苫盖，但坑洼不平，其上还有高出地面四五十厘
米的管道，雪后管道湿滑，地面容易结冰。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河北区政府。律纬路社区居委会调查后
回复，律纬路33号院平房于2018年12月开始被征收，先是设立
挡板圈起来，后来拆除了房屋，苫盖了绿网，但挡板一直未拆
除。社区居委会曾联系区住建委华海拆迁公司，但其回复后期
工作不归他们管，一直无人解决。近日，鸿顺里街公共管理办又
联系华海拆迁公司，工作人员承诺近期将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进
行处理。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

顺驰桥公交站停用闲置多年了，站亭
却一直没拆，灯箱整夜亮着，广告破损不
堪。近日，有市民反映河东区红星路边、天
津政务服务中心门前一侧闲置公交站亭相
关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这个站亭位于顺驰桥边，天津政务服
务中心门前一侧的人行道上。候车亭还
在，公交站牌却不见了。候车亭包括三大
三小一共六个广告箱，十几米长。现场看
到，三个大灯箱里面的广告布大都破损脱
落，露出一排排灯管，小灯箱里的广告也已
褪色。

记者就此联系公交客服热线96196，
工作人员查询后说，该候车亭不是公交集
团设置的，产权在天津市公交广告有限公
司。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电话联系天津市
公交广告有限公司。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记
下相关情况，表示将派人现场调查处理后
回复。截至发稿，记者尚未接到回复。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中山便民市场的消防通道被长
期占用，希望有关部门及时清理。
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读者
反映，家门口菜市场的消防通道存
在安全隐患。
“中山便民市场的入口，就是一

个消防疏散通道，有摊贩长期占用
这个通道摆摊，如果发生意外，后果
不堪设想，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清
理。”家住河北区春柳公寓的居民周
先生说。

接到读者电话后，记者来到位
于河北区新建路的中山便民市场，
这是用厂房、厂院改造的露天市场，有两个出入口，其中一个通
道是由临街厂房改建，宽约4米、长约10米，通道入口处有扫码
测温的装置，穿过通道就是院内的露天市场。通道的摊位上摆
着大量货品，墙壁和通道的房顶上，挂满了售卖的灯笼等易燃物
品。不远处摆放着一个35公斤的推车式干粉灭火器。正值中
午前后，很多顾客在通道上停留选购。

记者将此情况反馈给属地望海楼街道。望海楼街道综合
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回复，该市场确实存在占用消防疏散通
道的现象，已经约谈市场主办方，目前占用通道的摊位，全部
清理完毕。

清理完毕的第二天，周先生再次联系本报反馈说，中山便民
市场消防通道占用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原来的摊位依然在通
道内正常摆卖，希望执法部门能有长效治理机制，彻底解决此安
全隐患。

市场摊贩占用消防通道

呼声·随手拍

住宅底商经营餐饮开发商承诺成空文
■ 本报记者 黄萱

买房的时候承诺底商无餐饮，入住后
不断有饭馆开业，该怎么办？市民边先生
拨打本报投诉热线23602777寻求帮助。

边先生住在滨海新区塘沽湾景旭名邸
小区，“我们小区三面有底商，其中大部分底
商在住宅楼下，另外几个是两栋楼之间的一
层建筑。”购房时开发商承诺住宅底商没有
天然气管道和排烟管道，因此不会有餐饮。
而一层底商是配备餐饮经营条件的，对于此
说法业主认可。可没曾想小区入住不到半
年，经营餐饮的住宅楼底商层出不穷。边先
生向物业反映过多次无果，也拨打过政府投
诉热线，“没有一个部门能管这个事情。”

景旭名邸小区位于滨海新区津越道
和国兴路交口，对面是塘沽一中教育集团

塘沽湾学校，由于地理位置较好，很多餐
饮经营者看中了这里。记者来到小区，小
区是7层和8层到顶的楼房，住宅底商有部
分经营餐馆。有的已经开业，有的还在筹
备中，其中有面馆、汉堡炸鸡、营养快餐、
烤肉，共7家。记者走访了几位业主，大家
都表示对住宅底商做餐饮很有意见。“每
天底商排出的烟往楼上飘，我们都不敢开
窗户。明明当初承诺没有餐饮，现在餐饮
都开业了也没人管。”

随后，记者联系小区开发商旭辉地
产，工作人员回复称：“我们在售房时明确
告知业主住宅底商不得经营餐饮，这一点

也在购房合同中明确标明。”有个别住宅
底商经营餐饮后，物业公司也向业主下发
了限期整改通知，但并没有得到配合。楼
上业主反映，楼下业主不改，物业也希望
找到解决的方法。记者从物业了解到，住
宅底商是没有设置排烟管道的，经营餐馆
的店家自行安装了排烟装置，店家大部分
用的是电磁炉，有两家用的是液化气罐。

记者询问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没有天
然气、没有烟道是否可以发营业执照。办公
室工作人员回复称，并没有哪个文件规定住
宅底商不允许下发营业执照。只要房屋为
经营用房，食品安全达标就可以申请营业执

照，没有天然气和烟道也并不影响。关于无烟
道是否合规，工作人员说：“在审批营业执照的
时候工作人员会提醒商户增设排烟系统，但这
并非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

记者又联系了新城镇环保办，工作人员
说：“我们去过小区几次，查看餐馆有无净化
设施，排烟系统是否正常使用。”记者询问底
商开饭馆这个事情应该由哪个部门来管，工
作人员称不太清楚。

采访中，住宅底商是否可以经营餐饮并
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职能部门称没有相关
法律条文支持，业主的利益无法保障，开发商
的承诺也成了一纸空文。

南开区鞍山西道与玉泉

路交口处路中央安全岛破损

严重，影响市民出行。

本报记者 黄萱

黄实线两侧箭头同向 慢行路面在机动车道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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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标线的作用是保障行车安
全、规范驾驶行为、降低意外事故出现的
几率，因此道路交通标线是否清晰可见、
施划是否正确，关乎出行安全和良好的
交通秩序。近期，本报接到多位读者电
话，反映道路标线施划问题，希望相关部
门能及时完善路面交通标线，消除道路
安全隐患。

点位 河北区五马路

“这段交通标线混乱的道路，位于河
北区五马路的辰纬路至律纬路段。这段
道路是双向机动车道，但是不知什么原
因，车道上的标线却互相矛盾，实在让人
看不懂。”市民魏先生开车去河北区五马
路附近办事，按照手机导航从宿纬路右转
五马路。可是当他驾车沿着宿纬路行驶
到五马路交口时，却发现地面的交通标线
只允许左转。左转后导航一直提示掉头，
可是魏先生发现，道路中心虽然也是黄实
线，但是黄实线对侧车道导向箭头和他所
驶方向一致。这让魏先生疑惑了，这条路
到底是单行路还是双向行驶的道路，如果
单行，为什么标着黄实线；如果双向，为什
么箭头所指方向又一致？犹犹豫豫试探
着往前开，惹得后边的汽车直鸣笛催促。
魏先生想弄明白是这段道路的标线错了，
还是手机导航有误。

记者查询发现，河北区五马路的辰纬
路至律纬路段确实是双向通行。记者驾
车沿着宿纬路行驶到五马路交口附近，果
然地面标线只有左转标线，左转之后遇到
了和魏先生一样的问题，五马路道路中间
有黄实线，黄实线两侧车道的导向箭头居
然是同一个方向。“这段道路原来是单行
道，前两年才改成的双行道。但是地面标
识有的不太清楚，有的根本就是错误指
向，所以不少司机走在这里都会犹豫不
决，甚至带来行车安全问题。”附近小区辰
良里居民周先生表示。

市公安交管局河北支队对此处标志
线问题的回复是：五马路辰纬路至律纬路
段原是单向车道，2020年规划为双向车
道。因长期磨损，路面导向箭头标线模糊
不清，露出原单向车道导向标线，造成黄
实线两侧箭头同向。宿纬路与五马路交
口的左转导向箭头设置错误。

对于上述问题，市公安交管局河北支
队已经联系业务部门重新施划道路标线。

点位 和平区赤峰道

近期，马路上出现了很多红色慢行路
面，按照相关规定，红色路面为美化后的
非机动车道，可和平路、赤峰道、丹东路交
口处的红色路面却直愣愣地摆在机动车
道中间。

赤峰道是一条单行道，道路两侧施划
有红色慢行系统非机动车道路面。与和
平路及丹东路交口是个五岔路口，此处路
面较宽。相比之下慢行系统里的赤峰道
就显得较窄，赤峰道的红色慢行路面紧贴
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进入五岔路口后依然
沿原来方向贯通下去，就变成直愣愣穿过

路口中央的两条红色“缎带”，慢行车道两
侧都成了机动车道，而非机动车要在机动
车中间穿行，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多次看到非机动
车因为从红色路面往两边穿行而与机动
车交汇。尤其是赤峰道与和平路交口路
北一侧，由于和平路是步行街路段，隔离
墩向北让出约两米远，不少机动车在路北
红色路面以外停车，客观形成起步停车的
机动车在路边、正常经过的非机动车在路
中央的混乱局面。非机动车在各种错位
的机动车间穿行，险象环生。

记者获悉，城市慢行车道是市住房
城乡建设委负责的。和平路口红色路面
夹在机动车道中间的情况，该部门派人
前往现场查看后回复说，设置确实不合
适，特别是丹东路一侧，与当初的设想不
吻合，下一步，该部门将与交管部门等联
合办公，共同研究该路口红色路面重新
铺装问题。

记者调查

道路交通标线事关出行安全，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哪些部门能够在道路上施划标
线、标志，施划之前是否需要审批，哪个部门
最后把关？记者进行了调查了解。

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该部门负责中
心城区道路交通标线、标志的管理工作，中心
城区道路一侧的公众停车泊位线由城管部门
负责管理，施划之前会联系交管部门，核实车
位线相关位置，但是不需要审批。城市慢行
车道不是由交管部门负责管理，具体的实施
部门是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涉及施工中慢行
车道的线路走向、红色路面施划情况，是由该
部门确定，不需要交管部门审批。

对于宿纬路标线施划错误的情况，只要
任何一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在施划之后，实地
验证一下，就能发现这个错误；至于地面标线
过度磨损的情况，相关人员在日常巡查时也
不难发现；慢行车道的错误问题，设计人员实
地骑行感受之后，相信也能发现设计不合理
的地方。但是这些道路标线，从设计文件审
查，到现场施工，再到后续的竣工验收，多个
环节层层把关，道路标线还是出现了上述问
题？这到底是因为缺乏统一的审核、审查部
门，还是责任心不强疏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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