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垃圾治理更是题中之义。但是，群众反映的垃圾问题，有的点位甚至反映多

年，仍旧未得到有效治理。高质量建设美丽乡村，要实现“全域无垃圾”的目

标，这就需要相关部门以更实举措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让这样的“卫生死

角”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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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小路成了生活垃圾场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需要拿出更实举措

开发商承诺的地下室没影了

预付费卡纠纷频发市民办卡需谨慎

滨海新区四平里迟迟不通天然气

围墙修复完成。照片由12345便民热线提供

■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市 民 高 女 士 近 日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宁河区造甲城镇造甲城村
和付台村，将垃圾堆放在空地和田间小路
上，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紧治理。

4月 2日 9时，记者驱车来到造甲城
村，高女士带着记者找到了这个露天垃圾
场。刚一下车，就闻到刺鼻的臭味，高女
士说：“每天都会有人将垃圾运到这里。”
而且在付台村还有一处垃圾场，就在农田
旁边，已经堆放快一个月了。

记者随后驱车前往付台村，正好遇到
一辆敞篷垃圾清运车，跟随这辆车直接就
来到在田间小路旁的垃圾场。这条小路
是通向农田的路，稍有风吹过，表面的垃
圾便被“搬”到农田。

记者目测，垃圾场长约10米，宽约3米，
里面堆放着不少装修垃圾和生活垃圾，周围

路边水沟也散落着塑料泡沫等。而此时，刚
才“带路”的那辆垃圾车正在倾倒垃圾，三名
工人站在垃圾旁捡拾其中的塑料瓶。

记者上前询问为什么将垃圾倒在这
里，工人回复是“村里让干的”，而且已经堆
了20多天了。

垃圾越堆越多，高女士担心，若放任不
管，难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记者找到了宁河区造甲城镇政府，工
作人员说，今年2月中旬，原负责清运垃圾
的三方服务公司因合同到期撤出，镇里临
时找了家环卫公司，但因运力不足、部分村
没有建设污水管网基础设施等原因，导致
垃圾无法及时送往垃圾中转站，形成了造
甲城村龙湾后垃圾填埋点和付台村生活垃
圾堆放点。

镇政府已要求环卫公司增加人力物
力，更换特殊车辆，务必满足垃圾清理、转
运需要。同时联系区垃圾转运站负责人，
对接垃圾转运问题。针对已经形成的龙湾
后垃圾填埋点，最快时间全面清理可视范
围内的白色垃圾，填埋建筑垃圾，待垃圾清
理完毕后覆土撒籽绿化。同时设置围挡防
止外来车辆随意倾倒，安排专人值守，彻底
解决该问题。集中力量两天内完成付台村
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垃圾清理，保证垃圾
日产日清。

目前，两个垃圾堆放点已经完成清理
工作。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王女士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北辰区吉庆龙湾健身房
突然关门，会员退费无门。

北辰区吉庆龙湾健身房位于京津公
路金福隆商厦内。2020年王女士在健身
房购买了价值1500元的健身卡，2021年

5月又花了2055元办了一张3年的健身卡，
还未启用。另外还购买了100节私教课，总
价2万元。今年春节后，王女士多次来到吉
庆龙湾健身房，发现大门紧锁。2月底，健
身房大门已经被铁板封上。王女士回忆，
2021年11月底健身房曾以维修电路为由暂
停营业了一段时间，12月中旬又以疫情为
由继续暂停营业。王女士多次来到健身
房，希望讨个说法，没看见商家出面解决，
却碰到了来维权的会员。

记者来到吉庆龙湾健身房，遇到几位

来维权的会员，据介绍，吉庆龙湾健身房
已经开了近10年，原本叫龙湾健身房，中
途换过老板。因为时间久了，周边市民对
其非常信任。记者从天眼查平台上看到
健身房所在公司名为吉庆龙湾（天津）体
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今年2月25日被北
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目前王女士等会员已报警，并将此事
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

提醒：理性对待商家优惠，合理选择预

付款额。

退不了的家政会员卡

办卡时没合同，也没提有效期，用
了一年后被告知折扣到期，市民刘女士
向本报热线23602777讲述她办理“鸿到
家”家政会员卡的糟心经历。

刘女士介绍，2017 年夏天她预定
了“鸿到家”家政开荒保洁，保洁员推
荐她办卡，充值6000元享受六折的会

员价格，“保洁员打电话联系了区域经理
给我办理了会员卡，钱是微信支付的，没
给合同。”2018年，她再次预约家政服务
时才被告知，会员卡一年有效，过了有效
期就只能按照原价付款。反复交涉之
下，“鸿到家”同意让她继续享受折扣一
年，但六折改成了八折。刘女士无奈接
受，但之后的每次用卡消费都出现明显
高于市场价格的收费，投诉无果。至今，
5年过去了，这张卡还有 2000 元余额未
使用。
“鸿到家”家政微信公众号上明确标

注，消费者可申请退费，但要将已享受的
会员服务按原价扣除，并扣除剩余金额
18%的业务费。刘女士表示可以接受，但
“鸿到家”家政工作人员说不能退，理由
是系统里只有最近三次的消费记录，之
前的已经找不到了，无法计算她曾享受
的折扣。

记者也联系了“鸿到家”家政的客服
人员，对方表示，对于刘女士的退卡问题，
他已经解释过多次，不愿再说，让记者有
问题去问刘女士。

提醒：预付消费，签署合同尤为重要。

优惠不了的洗衣卡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市民王先生反映，自己在南开区一
家福奈特洗衣店办的洗衣卡，被突然告
知有效期已过，不能享受优惠价了。
“我2018年在这家洗衣店办的卡，

当时说充500元可以享受八折优惠。但
前两天我送洗羽绒服，店员告诉我卡已经
过了三年有效期，享受不了八折，只能按
原价扣费。办卡时没有明确说明有效期
的事儿，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市民王先生
告诉记者。

在王先生说的这家洗衣店内，记者看
到服务台上关于预付卡的说明中有一行
小字：“自本卡购买或充值之日起三年内

有效。”王先生表示，这么小的字自己根本
无法察觉，且洗衣店没有在到期前提前告
知。3月31日，在南开区商务局工作人员
的调解下，洗衣店同意将王先生的折扣有
效期延长半年。同时，该局工作人员要求
洗衣店负责人在显著位置告知消费者可
享用折扣的有效期。

提醒：仔细审阅合同条款，明确约定协

议内容。

花不了的健身私教卡

■ 本报记者 黄萱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我们小区西侧空地上，长期堆放着
大量垃圾，无人管理，希望相关部门能及
时清理，避免污染环境。”日前，家住武清
区大王古庄镇瑞泽家园的业主宋先生向
本报反映上述问题。

4月2日11时，记者驱车来到武清区
大王古庄镇瑞泽家园小区，该小区位于武
清区大王古庄镇京滨工业园附近，属于新
建小区。业主宋先生反映的垃圾堆放地
点与小区仅一墙之隔。
“这些生活垃圾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就随意堆积在空地上，冬天各种颜色的塑
料袋随风飞舞，挂在小区的树枝上、落在
草坪里，到了夏季，垃圾散发着臭味，靠近
垃圾堆的窗户都不敢开着。”宋先生无奈
地说。

记者看到，这片空地面积有上万平
方米，上面堆积着大量生活垃圾，各种颜
色的塑料袋、塑料瓶，使用过的包装盒、

破衣物，还有大件的破旧床垫，被褥等。
宋先生告诉记者，在此之前，邻居们也向

大王古庄镇政府、京滨工业园管委会、武清区
生态环境局反映过这个问题，三年前政府部
门回复说这个地点是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
会及时清理，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见动静，垃
圾却越堆越多。最近一次回应是在今年的3
月15日，武清区大王古庄镇政府回复说，将
对附近村的村民进行宣传教育，禁止村民将
生活垃圾倒入空地。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空地
垃圾进行清理。但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垃圾
问题依旧没有进展。

记者首先联系了武清区生态环境局、大
王古庄镇政府，终于找到了这处垃圾的管辖
单位——京滨工业园管委会，相关工作人员承
认有大量生活垃圾堆放，但对于记者“为什么
居民反映多年随意倾倒垃圾的现象仍未治理”
的疑问并未正面回应，“承诺3月15日清理但
至今未动”的原因，该工作人员说是“疫情原
因”。记者最后得到的答复是，“马上联系工作
人员到场，制定垃圾清运方案，尽快清理。”

宁河区造甲城镇 田间小路成垃圾场

武清区大王古庄镇 空地垃圾长期堆放

天津日报：

我们是滨海新区四平里小区的居民，小区因为建设年代早，

没有安装天然气管道。前几年政府部门开始给老旧小区补建燃

气设施，2018年5月，相关部门说已为我们四平里开通燃气安装

绿色通道，天然气安装设计人员已经完成入户勘测，燃气补建工

程概算已经报至有关部门，具体安装时间及情况需等待设计院

与燃气公司批复。没想到这一等就是3年多，希望媒体帮忙问

一下，啥时小区能用上天然气？

读者 四平里部分居民

记者联系了四平里小区所属的滨海新区茶淀街道办事处，
该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四平里属于汉沽老城区，燃气问题早
在2018年相关部门就在推动解决，后因为疫情等原因影响了整
体进度。目前需要补建的2000多户基础数据已经报送给区城
市管理委，其中就包括四平里小区25栋楼，638户，后期由滨海
新区城管委负责制定燃气补建工作方案。

随着记者又联系了滨海新区城管委，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
汉沽老城区燃气补建工作于2020年12月份完成了第一批，后因
疫情及严峻的燃气安全形势等因素，后续补建工作进度受到影
响。近期区城管委多次与相关街道、区住建委、津燃华润燃气有
限公司沟通，对燃气补建工作进行重新部署推动，本着先易后难
的原则，力争利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汉沽老城区燃气补建任务，
其中就包括四平里小区。

目前，区城管委正在协调相关单位做好启动后续燃气补建
工程前期工作，督促相关街道和津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结合汉
沽老城区实际情况明确后续补建任务，确保尽快重新启动一批
补建工程建设，保障补建工作有序开展，切实解决百姓用气难的
问题。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呼声·随手拍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

方圆几平方公里内，十几处火苗在燃烧，小一点的火苗已经
燎光草皮，大一点的火苗似一整棵树在燃烧。在夜风助力下，火
苗蹿到一房多高，隔着一道沟渠，能感到火烤。这是4月4日21
时30分，记者在宝坻区尔王庄镇梅丰公路边阎皮庄村旁见到的
一幕。

梅丰公路边有一条几米宽的沟渠，沟渠两岸都是十几米高
的大树，树冠茂盛。火就在渠对岸的树林以及远近的田野里燃
烧着。

记者立即拨打119报警，在等候消防人员之时下车沿路观
察。一块河湖长制告示牌上写着村级河长的电话，记者立即拨
打过去通报火情，对方表示：“已经派人在灭火了。”

不一会，一辆黑色轿车驶来，来人是村级河长阎立军，也是
阎皮庄村书记。现场的火十有八九是燎荒的人放的，目的是烧
光田里的稻草。随即赶来的消防人员介绍，4日当天，仅他们一
个中队就接到因放火烧荒引发的火警13起，“这种情况经常发
生。”消防队员也很无奈。

尔王庄水库周边每村均有上千亩稻田。据阎立军介绍，很
多稻农上一年联合收割，并没有把稻草清理干净，新的一年播种
前就要收拾一遍，“好多人都是放火烧，这样省事，找人清理还得
花人工钱。”“村里不管吗？”“管！但是管不过来。”

天津市自2017年3月起实施《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的决定》，禁止露天焚烧农作物秸
秆。《天津市大气污染条例》《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也对
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有明文规定。

宝坻区阎皮庄有人燎荒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日前，市民刘先生向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反映，东丽区东平路英华学校北
门后面一整面墙体倒塌，存在安全隐患。

从刘先生拍摄的现场图片上可以看
到，路边长长的一堵墙，其中有10多米的
一段倒塌，砖头瓦块散落在路面上，占据了
四分之一宽的路面，影响交通。

当日13时04分，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工作人员将此事转派至东丽区网格化
管理中心。因该处围墙正好在马路边，存
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东丽区网格化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启动“接诉即办”工作机制，
立即将问题转派至该区城投公司，14时左
右，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勘查。经过调查，该
处围墙因为建设年代比较久，属自然倒
塌。为确保道路通行及行人安全，马上组
织调派临时抢险施工队伍到场，对已倒塌
及存在隐患的围墙进行维修，并加固了铁
板，17时完成清理工作。前后仅用4个小
时便圆满解决该隐患问题，刘先生对处理
结果表示满意。

据介绍，东丽区制定《东丽区便民服务
事项办理规定》，对便民服务事项普通件，
能办的限时5个工作日内办结；复杂问题
办结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需要协调
市级部门的复杂问题办结时间原则上不超
过3个月。对一些百姓的“急难愁盼”事
件，则“接诉即办”。

4小时修复倒塌围墙

■ 本报记者 黄萱

“买房的时候开发商承诺送给我一
间地下室，合同都填写完，就差盖章。两
年过去，房子已入住，地下室却没影了，
我该怎么办？”近日，市民顾先生给本报
热线23602777打来电话求助。

2019年 6月，顾先生购买了中铁房
地产集团商业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开发的诗景凤苑小区，2020 年 7 月份
入住。“我买的时候仅剩下尾盘，开发
商承诺送我一间15平方米地下室的使
用权。”顾先生从地下室平面图里选了
一间靠近楼口位置的地下室，当时还
签了一个地下室的使用协议，“我记得
使用协议里有一些约束，地下室不能
做什么，哪些东西不能放置等。”置业
顾问将合同拿走，称要去找领导盖章，

然后就帮助顾先生办理了买房的一系列
手续。“置业顾问包括销售经理一再跟我
承诺，肯定没问题，不会说了不算。”买房
后的一段时间，顾先生多次向置业顾问
询问地下室合同何时能给他时，置业顾
问称需要问领导。新房入住后，地下室
的使用权仍没有定论，置业顾问也离职
了。顾先生再次找到开发商时，被告知
之前经办人都离职，不太清楚此事。“当
时签地下室使用协议的时候忘记拍照
了。不过我保留了和置业顾问的微信聊
天记录。”

记者联系顾先生当年买房的置业顾
问，她说：“我已经离职很久了。顾先生的
事情我记得，当时是签过使用协议，也是
我亲自递交的，其他的不太方便回答。”记
者找到中铁房地产的相关负责人，但对方
并不承认有过赠送地下室的承诺：“我们
收到过这样的投诉。不过我们并没有制
定过相关的政策，也翻阅了底档，并没有
记录。”

天津相臣律师事务所卢彦民律师表
示，购房时消费者一定要记得将开发商
承诺的所有赠送写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中，一旦遇到开发商违约，购房者可以按
照书面合同约定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
任。另外，在购房时购房者为了避免自己
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也要注意保留相应的
证据，比如开发商的销售宣传单、宣传视
频等材料。顾先生与置业顾问的聊天记
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以往的案
例，置业顾问一般代表的是销售公司，不
一定代表开发商，即便是与开发商签署的
劳务合同，开发商也可将责任推卸给置业
顾问，称其为个人行为。因此，书面合同
才是最有效的保障。

▼读者来信

▼记者调查

河北区金钟河大街与红波

路交口月牙河边 ，一个景观灯

灯罩破损。 本报记者 房志勇

七里海大道与蓟汕高速

辅路交叉处，桥梁护栏生锈，

有损市容。 本报记者 赵煜

河东区六纬路与十五经路

交口，路面井盖塌陷。

本报记者 赵煜

红桥区本溪路与光荣

道交口，一邮政信箱门锁

缺失。 本报记者 韩爱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