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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待完善 垃圾随手抛 帐篷毁绿地

畅快本地游“细节”莫忽视

呼声·随手拍

四处信号灯未启用 转办多次终解决

面没吃成 退钱犯难

智能垃圾箱房“盼上岗”

鼓楼西街违停占道严重

枯草遮挡人行便道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并摄

东丽区新明路与旌智道交口四处交
通信号灯一直未正式启用，司机只能凭经
验行驶，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市民张女士住在万科魅力城，新明路
是回家的必经之路。可该路与旌智道交
口的交通信号灯一直未正式启用，“之前
是黄闪状态，有人反映后今年春节期间红
绿灯亮了几天，之后又不亮了。”来自各个
方向的车辆经常挤在路口，行人要在车流
中穿行，太不安全了。“新明路是一条老
路，建好很多年，旌智道是2020年才修好
的，但信号灯没正式启用过。”张女士说，
她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一直未获解
决，只好将情况反映到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

12345工作人员先后将张女士反映的
问题转派至多个部门核实，均没有找到责
任单位，他们综合各个部门的调查结果，
认为四处交通信号灯处于建设后未移交
状态，在管理上处于“真空”。随即启动疑
难问题督办机制，发挥沟通联动作用，积

极联系相关部门沟通协调此问题，事情终
于有了转机。

东丽区网格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此问题先后流转多次没有结果，最后

还是东丽区住建委牵头推进解决此事。
记者采访了东丽区住建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新明路和旌智道交口四处信号灯
由天津市道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建
设，信号灯建好后，应该向交管部门提交设
施验收申请和开通备案，但建设单位未履
行相关程序。虽然交通信号灯不在该委管
辖范围内，但问题流转多次没有结果，为解
决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排除安全隐患，他们
便牵头召集信号灯建设单位和属地交通队
开了现场协调会，要求建设单位在交通队
的指导下，尽快开通信号灯，目前四处信号
灯均已经亮起来。

记者从市公安局东丽分局获悉，四处信
号灯目前仍未移交。东丽区住建委要求建设
单位整改，信号灯已经能使用了。

记者也联系了天津市道桥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说交通信号灯确实是他们配
套建设的，一直未移交的原因是什么，工作人
员未正面回答，只表示问题目前已经解决。

4月14日，记者来到新明路与旌智道交
口，看到信号灯均正常启用，过往车辆按照信
号灯指示行驶，交通状况井然有序。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

西青区金奥国际广场近日安装了三
组智能垃圾箱房，却不启用，让小区业主
很不理解，向天津日报反映，希望弄清是
不是安装了坏的设备。

记者4月15日在金奥国际广场9号楼
前看到，一组崭新的智能垃圾箱房立在社
区小广场一侧，四个投放口标注的字样显
示分类标准，还有一个洗手池，但是没有
水龙头。四个垃圾投放口上都贴着一张
同样内容的通知：“因系统兼容升级，电力

系统配套建设，暂停服务。感谢大家对垃
圾分类工作的支持，待完成相关工作，马
上投入使用。”

一位环卫工师傅告诉记者，这个智能
垃圾箱房还没开始用呢，人们还按照原来
的方式投放垃圾。

记者继而走访看到，小广场另一侧摆
放两排传统的手动开盖垃圾桶，里面的垃
圾未见分类。

金奥国际党群服务中心团委书记李先
生表示：“智能垃圾箱房能用，前不久志愿
者还在现场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常识呢。”

在李先生的手机里，记者看到志愿者与居民
站在垃圾箱房前的照片，电源灯亮着。

随后，记者与李先生一起来到该小区物
业公司。承担该小区物业管理的万科物业
项目经理焦女士介绍，金奥国际业主比较
多，智能垃圾箱房至少安装四组才够用，目
前只安装了三组，前期是试运营，并没有正
式投入使用。试运营发现，9号楼前一组遮
挡商户大门，经协商，最终敲定旁移几米。
最后一组因涉及选址问题，耽误了时间。目
前初步确定选在小区公共车位处，要待街道
审批盖章，并在小区业主群里发布街道的相
关通告公示后，才能进行小区内全部智能垃
圾箱房的水电铺设工作。待水电接通，可正
式投入使用。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了解到，按照
全市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中
“因地制宜逐步推行撤桶并点建箱房工作”的
要求，2021年 9月起，市城市管理委开始以
“撤桶并点建箱房、定时定点看投放”为主要
形式，开展垃圾分类箱房站点提升改造工
作。着力解决厨余垃圾分出不到位、垃圾收
集设施破旧、垃圾清运不及时和夜晚投放不
便民等问题。在全市投放73万个四分类投
放容器的基础上推行分类箱房、智能柜和分
类棚亭建设，进一步服务群众投放便利，夯实
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基础，提升生活垃圾分
类质量。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集定时投放、
收集、消毒、清洗、照明等功能为一体的分类
箱房4000余座、投放分类智能收集柜1000余
个，落实桶前值守1000余处，切实增强了市
民投放感受，提高了分类质量和水平。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高立红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按照疫情防控
的要求，假期不宜远游。家门口的水岸
青绿得到人们的青睐，不必远行，也可以
惬意享受悠闲假期。不过，在游玩的同
时，关于公园设施、游玩完全、游客素质
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而且游客也应该
遵守相关规定，不能贪图一时快乐而占
绿毁绿。

东堤公园

“障碍”重重 游玩犯难

65岁的于女士因双侧股骨头坏死不
能站立行走，出行靠轮椅。上周末，孩子
用轮椅推着她去滨海新区东堤公园游
玩。这座公园依海而建，海边设有木栈道
和骑行通道，全长3100米，成为许多市民
周末放松的好去处。可坐着轮椅的于女
士想近距离看海，却被木栈道上的楼梯拦
住了去路，“木栈道没有无障碍设施，残疾
人根本上不去。家里人只能抬着轮椅往
上走，太费劲了。”

4月17日，记者在东堤公园看到，要想
近距离观海，除了靠近妈祖文化园方向有一
个无障碍通道外，剩下都要从木栈道通过。
但木栈道处没有无障碍设施，必须走楼梯，
市民一爬就是七八级楼梯。记者看到，一位
坐在轮椅上的女孩想到海边拍照，只能拿出
拐杖，艰难地一步步上楼梯，女孩父亲则在
后面搬轮椅，累得气喘吁吁。

记者联系了东堤公园管理方，工作人
员表示，将会研究对公园内无障碍设施进
行提升改造。

普明园

栏杆被拆 存在隐患

位于津南区咸水沽镇的普明园有假
山、人造湖、绿植和其他景观，成为周边居
民休闲好去处。公园原本东西两侧都有

护栏，将公园与马路阻隔，可去年下半年，
护栏突然被拆除了。如今春暖花开，园内
游客激增，公园直通大马路，儿童很容易
跑到马路上，存在安全隐患。

李女士经常带着孩子去普明园玩，以
前有护栏，孩子骑个自行车和滑板车时从
不担心，可如今一刻也不敢放松，要紧跟
着孩子，“公园西侧公共卫生间有一个无
障碍通道，孩子们经常骑自行车、滑板车
往下冲。现在没有护栏，冲下去就是大马
路，机动车多，太危险。”李女士说，去年夏
天护栏还在，一个冬天过去，再来公园，两
侧护栏都不见了。她听其他居民说，原本
的护栏因为年久失修，锈迹斑斑，所以被
拆除了，“如果护栏确实老旧，那也应该更
换，不能一拆了之。”

对此，津南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
员表示，接到市民反映后，他们非常重视，
多次调查，但还不知是哪个单位拆除了公
园护栏。经过现场调研，没有护栏，确实
对游客来说有安全隐患。现在已经制定

了三种方案，安装石墩、石柱或者花箱，但
三种方案各有利弊，前两种是制作上耗
时，花箱短时间内就可以到位，但夏季适
用，冬季不行。因此，现在仍在权衡，但会
尽快确定最合适的方案实施。

园林绿地

帐篷扎堆 油烟笼罩

市民刘先生反映，北辰区环瑞路上有
一大片街边绿地，一到夏季绿意盎然，成
为周边居民休闲好去处。但最近随着天
气转暖，每到周末时总有人带着帐篷在绿
地上“安营扎寨”，毁坏草坪不说，还会留
下一些生活垃圾。海河带状公园的绿地
最近也成了人们的“露营地”，记者近日在
现场看到，有人在上面搭帐篷的同时还烧
烤，周边油烟笼罩，草坪中散落着不少垃
圾，影响了环境。

之前也曾有市民带着帐篷去水上公
园、天津动物园等地露营。记者在网上浏

览，类似“天津最适合烧烤和露营的N大公
园”等文章，把市区不少公园列入榜中，事实
上，这些公园都是明令禁止野餐和露营的，烧
烤更不行。记者联系水上公园、南湖风景区、
天津市动物园等，问能不能去支帐篷露营，得
到的答案都是不允许。

城市绿地和公园都禁止搭帐篷，有不少
市民选择在河道边的绿地或者蓟州区的山里
搭帐篷露营，他们认为这些地方无人管理，应
该没事。据综合执法工作人员介绍，只要有
绿地的地方，均不允许搭帐篷，因为会影响植
物生长。《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
规定，严禁违法占压、破坏园林绿地。违反前
款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责
令改正、恢复原状，并处2000元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文明出游 赏景莫伤景

近年来津城很重视城市公园、郊野公
园、外环绿带等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构筑了
津城生态格局与大美城市形态。市民假期
不出津，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但是市民游
玩过程中也凸显出一些问题。导游小杨告
诉记者，如果景区设置了可供游人露营和烧
烤的区域，这些区域都有专人管理，游客可
以“安营扎寨”，其他区域是不可以这样做
的，否则容易毁绿，烧烤的话还可能引发火
灾。目前一些景区设施还不是很完善，不够
人性化，有一些项目的设置还有一定的安全
隐患。而游客乱停车、乱扔垃圾的行为，也
伤害了城市美景。

在此提醒市民：假期如果出游，应遵守
交通规则，规范停车；遵守景区的相关规定，
不要违规搭帐篷和烧烤。另外，应维护好景
区内环境，可随身携带几个垃圾袋，将游园
时产生的垃圾放进垃圾袋内，累积一些后再
投掷到垃圾箱内。只有游客和景区共同努
力，才能更好地体验本地游。

■ 本报记者 赵煜

市民李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鼓楼西街是新
修好的道路，已经竣工数月，但自从鼓楼西街通车以后，道路两
边就被违停车辆占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紧治理。

4月15日12时，记者来到了鼓楼西街，该段道路长约300
米，双向四车道，马路中间有一个步行便道，不少车辆都停放在
便道旁边，直接占据了一条行车道，本来宽敞的马路变得狭窄。
记者粗略数了一下，停在马路中间步行便道旁的汽车约有30
辆。12时15分，一辆汽车刚刚驶离，紧接着就有一辆白色面包
车见缝插针，斜停在马路上，使得车辆经过更加拥挤，稍不留神
就会发生剐蹭。

记者来到交警南马路大队，工作人员表示，鼓楼西街周边市
场、商铺、银行较多，人流，车流密集。之前城厢西路及鼓楼西街
周边设有300余个停车泊位，但由于地铁7号线的施工，以及去
年年底鼓楼西街道路提升改造，导致减少了150余个泊位，使得
该区域停车变得紧张，出现部分车辆违法停放现象。

针对这一情况，交警南马路大队已多次深入社区、商铺、银
行宣传，提示周边商户及顾客规范停车，同时也在车辆停放高峰
时段设置岗位进行违停劝离和依法治理等工作，但还有个别驾
驶员为图省事，将车辆违停在路上。

后期，大队将加大宣传力度，设置白天全时段固定点位，加
强管理，增加视频巡查和巡逻频次，加大疏导力量，以保证道路
畅通。同时，积极协调南开区政府有序推进鼓楼西街新的配套
和泊位的施划，切实解决市民停车难的问题。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徐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西青区卫津
南路与淄环路交口附近，路边绿化带内的枯草繁多，外溢到人行
便道上，而且遮挡消火栓等公共设施，希望有关部门及时修剪。

记者在卫津南路西侧淄环路桥上看到，成片的枯草从绿化
带内冒出，不仅缠绕在围栏上，还遮挡了部分人行便道。这段路
有200米左右，本就只有1米多宽的人行便道，只能供一人通
行。不仅如此，记者在成团的枯草下面还隐约能看到被遮挡的
消火栓，在淄环路桥的路标旁边，电线杆和电缆也被枯草缠绕，
另外还发现了被掩盖的电箱等公共设施。枯草堆里更是随处可
见垃圾，周边路过的市民介绍，去年春秋季节，绿化带里的青草
涨势很猛，但一直无人修剪，直至冬天青草变成枯草，破坏环境
还影响市民出行。

记者随后联系了西青区李七庄街道办事处，市容环境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进行修剪。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张大爷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他在卫国道登瀛楼饭店订
了 9桌喜面，后因疫情原因饭店暂停营
业，喜面没吃成，饭店也不给退钱，他十分
无奈。

张大爷介绍，3月16日，他在登瀛楼
饭店预定22日就餐的9桌喜面，当时付了
全款6372元。20日，他接到饭店工作人
员打来的电话，说因疫情原因，饭店被封
控了，暂时不能营业，喜面宴取消。5天
后，饭店又开门正常营业。4月1日，张大
爷找到饭店，要求退款，“前台的人说还没
挣到钱呢，不能退。我把全款交给饭店
了，现在喜面没吃，为何不给我退款呢？”
张大爷无奈地说。

记者联系到卫国道登瀛楼饭店，工作
人员表示，钱可以退。之前张大爷要求退
款遭拒可能是没有找到专门处理此事的
人，别的人对情况不清楚，沟通上有问题。
她会尽快联系张大爷商议退款的具体时间
和方式。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文并摄

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23602777
热线电话反映，河北区桂江道路面出现两
处坑洼，给过往市民出行带来不便。

4月20日，记者来到现场实地采访。
桂江道是一条不足百米长的道路，连接争
光路和赵沽里大街。道路旁是一个刚刚完
工的新建小区，据了解，该小区正处于交房
过程中，小区正门一侧的桂江道上，有一条
近一米宽的坑阻挡了过往市民的脚步，不
论是机动车还是自行车，经过此处都要颠
簸一下。

记者随后将此情况告知属地河北区城
市管理委，工作人员调查后告知，是小区开
发商为连接燃气管将道路刨开，已经督促
开发商尽快修复。

路面坑洼 出行不便

东堤公园木栈道楼梯。 摄影 赵煜

中山门立交桥高杆灯又亮了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3月3日，本版以《两处立交桥
路灯“照”出一堆问题》为题，报道
了我市个别点位路灯未及时整修，
影响居民夜晚安全出行的问题。
报道刊发后，引起相关单位重视，
目前中山门立交桥损坏多年的两
基高杆灯已经修复，方便车辆行人
安全出行。

天津市路灯管理处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路灯处高度重视媒体报
道，组织党员突击队对高杆灯灯具
及周边环境现场勘查，与灯具厂家
多次协调，确定整修方案。

4月11日，专业人员到达中山门立交桥开始施工，大型机械
顺利进场。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将原来灯盘及升降系统拆除
后，在地面将灯盘支架组装完毕，后进行吊装固定，最后完成灯
具安装。当晚，在线路与升降系统调试成功后，中山门两基35
米高杆灯恢复了照明。

南开区鞍山西道与南体路

交口一处垃圾桶歪斜，底座松

动，极易发生危险。

本报记者 黄萱

和平区新兴路与四平西

道交口有一路墩倒地，影响

市民出行。

本报记者 黄萱

东丽区津蓟高速公路立交

桥大毕庄段桥下，堆积了许多

工程土，缺少苫盖。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河东区津塘路河东体育

场公交站旁，人行横道上的

地砖损坏，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赵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