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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老化起火成居民家庭火灾首因

您家的“电老虎”管住了吗？

海河回音

呼声·随手拍

《“我不想变成孤儿”》后续

孝顺孩子感谢所有好心人

红桥区宝能现代科技广场2号楼业主很糟心

交房近6年房本没踪影

墙皮脱落 玻璃脏污 气味难闻

游客期盼天津市动物园“换装”迎客
■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动物园成
了市民周末亲子活动的首选，可市民王
女 士 逛 完 动 物 园 后 却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 反映，她在动物园游玩感受很
不好，园内兽舍破败，到处露墙皮，到处
掉水泥，两栖馆内味道难闻，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尽快解决。

3月5日，记者来到天津市动物园一探
究竟。即使已经中午12点半，入口处购票
人员依然络绎不绝。首先来到熊山，记者
看到，熊山的铁栏杆已经锈蚀，很多地方
都“起皮”了。贴在围栏上的“熊类小百
科”看不清文字，熊山围墙的部分水泥墙
皮脱落，已经露出里面的红砖，水池里还
长了青苔，感觉已经好久没有换水。

两栖动物馆内气味确实不好闻，夹杂
着空气中的湿气，有一种食物腐烂的馊臭
味。馆内有海豹、鳄鱼以及蜥蜴等两栖动
物，一位7岁的小男孩，将刚刚买来拴着鱼
段的喂食杆伸进海豹池，海豹叼走鱼段，
家长便在一边催促，“喂完就快走吧，都快
憋死我了。”小男孩跟着家长走出两栖馆，
喘了口气，“我也憋得慌！”

记者在狮虎山展馆看到，老虎、狮子
居住的笼舍墙皮也脱落了，市民参观的展
厅墙壁也大片大片的脱落。玻璃展窗也
很脏，孩子们都贴到玻璃窗前看猛兽们的
模样。类似问题在整个动物园屡见不鲜，
一些户外玻璃式的笼舍，玻璃上满是泥

土，很难让市民观赏到里面的动物。
记者找到天津市动物园，工作人员承

认游客们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两栖爬行
馆所展示的动物多栖息于热带、亚热带环
境，为使这些动物在北方寒冷气候下展
出，专门营造了高温高湿的环境，为加强
保温减少了馆内通风换气次数，同时动物
本身也有体味，近期又加大了防疫消毒力

度，造成馆内气味较大。随着天气转暖，
工作人员会逐步增加通风换气次数，加强
馆内卫生清理，减少异味。

工作人员介绍，熊山运动场内墙皮脱
落，是黑熊自己破坏的，熊科动物有“挖
掘”行为，常常会对兽舍内环境设施造成
损坏。动物园将抓紧整修。关于部分场
馆笼舍玻璃脏污问题，主要是有的动物体

脂分泌旺盛会蹭到玻璃上或是部分动物与游
客互动造成笼舍玻璃脏污，现已要求相关部
门，加强对脏污玻璃的及时清理。关于虎山
参观厅内墙皮脱落现象，已将其列入维修计
划，制定了方案，待疫情好转、相关资金落实
到位后，实施这项工作。

3月21日，记者了解到，熊山水池已正常
换水，墙皮已经修复，剩余问题正逐步解决。

道路隔离带修在了车道上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红桥区咸阳北路宝能现代科技广场2
号楼的房子在6年前就交付使用了，但至
今办不了不动产权证（房本），这房买得太
糟心，市民杨小姐想问：“我买的房子到底
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居住！”

开发商承诺成空文

杨小姐介绍，2013年她花70多万元购
买了宝能现代科技广场2号楼的一套商住
两用房，“房屋面积50多平方米，属于跃
层。”2016年9月正式交付。之后，有业主
去询问办理不动产权证的事项，这才知
道，开发商根本没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
根据规定，未办理首次登记无法办理后续
个人转移登记手续。“我一看拿不到不动
产权证，也没敢动这套房子，就一直这么
放着。后来业主们不断找开发商，他们就
一天拖一天。直到2020年初，开发商工作
人员很肯定地告诉我，年底前肯定能让我
拿到不动产权证，我这才开始装修。”可令
杨小姐无奈的是，开发商的承诺又成了一
纸空文，至今不动产权证依旧无法办理，
她现在只想退房。

红桥区住建委

开发商未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记者从红桥区住建委了解到，宝能现
代科技广场2号楼的开发商为天津市宝
能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完工后，通过了竣
工验收，将房屋交付给业主，但未在规定
时间内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为
此，2017年4月1日，机构改革前的红桥区
建设管理委员会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天津市宝能置业有
限公司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违法
行为责令改正，并进行行政处罚，罚款20
万元。

该项目只有通过有关职能部门的联
合验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才
能向天津市市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申
请，完成首次登记。各部门一直不断督促
开发商进行竣工联合验收。2020年1月7
日，天津市宝能置业有限公司对项目发起
联合验收申请，各部门查验后，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红桥分局和消防验收不合格，
且开发商未完成整改，最终联合验收未通
过，竣工验收备案至今没能实现，导致后
续业主关注的不动产权证问题一直不具

备办理条件。

市规划资源局红桥分局

开发商存在违法行为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红桥分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根据调查，宝能现代科技广场项目
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不属于商住两用房项
目。另外该项目尚未通过竣工联合验收，存
在内部搭建等未按照规划许可进行建设以及
投入使用前未申请验收等违法行为。该项目
有关违法行为，该局进行了立案查处，并对开
发企业做出了行政处罚。目前，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红桥分局正在积极配合属地政府督
促开发企业尽快完成项目整改工作，努力想
办法解决问题，维护业主权益。

开发商挂断记者电话

记者也通过红桥区住建委提供的联系
方式，打通了天津市宝能置业有限公司宝能
现代科技广场项目负责人的电话，记者表示
想对2号楼业主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一事
进行采访，对方立即挂断了电话。之后，记
者多次尝试拨打该负责人的电话，一直无人
接听。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

北辰区佳园北里近期的一场火灾
引来不少关注，相关部门统计，电线及
电力设施老化是居民家庭火灾的首要
原因。这场火灾也给老百姓提了个醒，
你家的电线定期检修吗？电线检修是
个专业性极强的活儿，不是每个家庭都
有人会干，也不是每个社区都有这项服
务，居民家中可能引发火灾的“电老虎”
如何才能管住？

佳园北里火灾现场，起火的单元房在
一楼，防盗门上有一张北辰消防救援支队
贴的封闭火灾现场公告，封闭时间为3月7
日11时。

双环邨街佳园北里居委会刘副主任
说，事发居民家中住着一位八旬老妪和她
的女儿，当天一家人正在卧室看电视，听
见另一间屋传来“砰”的一声响，随即没电
了。她们发现异响是台灯发出来的，当时
屋里已起火。老太太的女儿肢体残疾，娘
儿俩费了好大劲才跑出来。

北辰消防救援支队调查认定，火灾是
居民家中电线老化引起的，该小区入住时
间比较长，起火居民家中的装修还是三十
年前进行的，当时铺设的电线不能满足现
在的需求，经常满负荷运行，导致绝缘皮
老化发生火情。

据介绍，电线老化导致的电器线路故
障是居民家庭火灾的首要原因，仅北辰消
防救援支队接警情况的统计，2021年全年
居民住宅类火灾共发生86起，其中电器线
路故障造成的火灾45起，占家庭火灾的一
半以上。记者从我市其他消防救援支队
了解到的情况大体相同。

消防部门建议，居民家中如果入住超
过十年以上，最好定期请专业电力技术人

员上门检查排险，杜绝安全隐患。
消防部门的这个建议在日常生活中

实现起来还真不容易。
记者采访了几位市民，大家表示燃气

等设施都会有专业人士定期入户检查，而
电力部门的巡视却从没有进过老百姓的
家门。而市民自己也没有请专业人员到

家检查电线的习惯。
记者向国家电网95598热线咨询，得到

解释说，根据供用电合同，居民家中的电力线
路和设施由居民个人负责，不归电力部门检
查养护。如果居民有这样的需求，可以自行
联系其他平台寻找专业的电工技术人员。

记者随即向北辰区、红桥区、河东区的若
干社区咨询，有无入户检修电线的服务，均得
到否定回答。

那么，居民有入户检查电线的需求怎么
办？对此，95598电力客服热线明确表示，国
家电网供电公司不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一方
面供用电合同没有约定，另一方面也没有相
关收费标准。佳园北里居委会刘副主任提
出，可以找88908890市民服务热线。

记者随后以需要服务为理由联系
88908890，工作人员表示会帮助对接相关企
业。稍后，一家装饰工程中心的电工师傅联
系记者，当听说要入户进行电线安全检修，师
傅问：“有故障吗？没故障没办法检查，顶多
就是看看电闸盒松动不松动，闸盒里的电线
是不是发黑。”师傅强调，只要入户，起步价
150元，而且是必须的。

150元钱，对于部分普通市民来说有点
多。而受业务规模经营风险等影响，还不是
所有电工都愿意接。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
解决呢？北辰消防救援支队建议，由社区对
接专业技术队伍，定期批量入户检查，既可满
足居民需求，又能降低收费，更重要的是排除
安全隐患，或许可以破解这个难题。

佳园北里火灾现场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日前，河西区内江路
梅苑小学门前，一辆私家
小轿车在行驶途中，因躲
避不及时，径直撞到车道
上的隔离带，车辆严重破
损。附近居民告诉记者，
这条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严重威胁行车安全，近期发生多起交通
事故，希望相关责任单位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3月4日9时，记者来到事故地点，受损车辆已经拖走，现场
还留有部分事故痕迹。
“昨天晚上7点多，我正在便道上散步，就听咣当一声，吓我

一跳，一辆小轿车可能没看清道路上的隔离带，直接撞了上去。”
目击者周先生回忆起前一天的事故还心有余悸，“我赶忙跑上
前，询问司机是否需要帮助。小轿车底盘受损，油箱破裂，随时
有起火燃烧的危险。”

该段道路双向四车道，道路中间有宽约10米的绿化隔离
带。导致车祸的障碍物就是一段延伸到道路中间的绿化隔离
带。这段隔离带的侧石已经被汽车撞坏，汽车保险杠的碎片散
落在附近，侧石和道路上有大面积油污。隔离带宽2米，占去该
车道宽度的三分之二，长约10米，高度约20厘米，而且隔离带内
没有种植任何树木，道路前方也没有警示提醒标志，傍晚光线昏
暗，司机就更不易发现前方有隔离带，易发生危险。

这段横插进马路的隔离带归谁管呢？记者联系河西区住建
委，查询后得知，这段道路是由天津城市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负责。
“道路隔离带为什么修在车道上？”记者问。该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回复：修建这段内江路时，中间隔离带中有高压铁塔，铁塔的
塔基位置占压了部分路面，因此修建隔离带时，占用了部分车
道。前不久，高压铁塔已经整体拆除，尚存占压路面的隔离带。
“为什么没有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记者又问。
该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内江路有改造计划，打算在实施该工

程时，更换中间隔离带以及道路两侧侧石的同时，一并修复占路
的隔离带，预计年内完成更换工作。下一步将在此路段设立警
示标识，提醒驾驶员注意，避免再次发生交通事故。

3月24日15时，记者再次来到该点位，发现责任单位仍然
没有在现场设立任何安全提示标识，侵占车道的隔离带也没有
变化，道路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 本报记者 黄萱

2月24日，本版刊发的《“我不想变成孤儿”》稿件引发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不断有读者拨打本报热线23602777，表
达对单亲母亲赵静的同情，并纷纷慷慨解囊。

魏女士打来电话焦急地说：“我看了报道，这位单亲母亲挺
不容易，孩子也可怜，我希望能帮帮他们。”李先生有着类似的经
历，几年前，李先生的父亲突发疾病十分危险，在医院全力救治
和家人的支持下度过了危险，他说：“我想给他们捐点钱，也希望
能联系一下孩子，鼓励鼓励他。”

得到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许樾涵表示感谢，母亲赵静已
经度过危险期，他也说出了他的想法：“我还有一个心愿。我想
感谢第五中心医院为我母亲医治的医生们，尤其是运涛副主任
医师和白岩主治医师，没有他们就没有我母亲的第二次生命，他
们为我守住了家。”

记者联系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运涛，
运主任介绍说：“1月18日晚上赵静急诊入院，诊断为急性爆发
性坏死性胰腺炎，当时情况紧急，稍有耽搁就可能危及生命，我
们将病人立即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了三周
后，赵静的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已可以
正常饮食，胃管、尿管已经撤掉。
“赵静的病情比较特殊，是胰腺炎中一种极其危重的类型，

通常病死率高、预后不良，需要复杂、精细、不间断的治疗和对症
药物。”虽然患者在住院期间一直欠费，但医院始终没有降低治
疗力度，将赵静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运主任说：“目前病人已
转入普通病房正在逐渐康复，这也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河东区前程小学育才分部门前育才路不足200米长，成为
自发停车场，路中间有一排电线杆老化破损，松动倾斜，小广告
内容不堪。“孩子们上下学健康安全如何保障，家长真不放心
啊。”有市民近日向天津日报反映说。

记者接报后来到现场。从王串场一号路拐进来，育才路
自西向东尽头是前程小学育才分部，这一段路不到200米。记
者傍晚在现场看到，路上停满了车。一排电线杆把路面分成
两幅。电线杆共有十几根，看上去十分破旧，有的电线被团在
电线杆中间部位，有的甚至垂到地面。部分电线杆已倾斜，感
觉随时会倒。电线下面有一大一小两个电箱，其中一个体积
略小，已经生锈。另外一个足有一间房大小，箱体上被喷涂了
不少小广告。

记者联系属地东盈园社区居委会和春华街道办事处。东
盈园社区居委会崔鹏书记表示，上述问题居委会也很挠头，为
了保证学生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居委会都要派人巡视。日
前，春华街道办事处郭保民书记回复说，交管河东支队决定早
晚高峰时段施行临时管制，这段育才路只出不进，接送孩子的
车辆停靠在王串场一号路，交管同时加大巡查力度，治理违法
停车。两根破损电线杆已由中国联通进行加固，小广告也已
组织人员清除。

至于路中间的电线杆，因为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立即拆除
或移动有难度。目前，街道居委会正在协调电力部门商议对策，
一有进展立即通报。在拆除或移动前，城东电力公司表示将对
电线杆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并修理。

前程小学分部门前问题多

本报日前披露了南开区复康路一中心

医院公交站前的休闲座椅损坏。相关部门

及时更换了破损座椅，方便市民正常使用。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和平区湖北路与重庆道交口，一个交

通信号配电箱箱门损坏脱落。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海河金埠桥由河西向河东方向，部分

道路隔离护栏基座锈蚀损坏。

本报记者 韩爱青

红磡大道与玉泉路交口附近井盖凸

起，周围居民出行不便。

本报记者 黄萱

河西区中海左岸澜庭小区门口一路灯

杆，接线挡板已松动，露出里面接线端子，

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刘连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