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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久失修 西龙虎峪群众出行不便 养护治超 相关部门加大养管力度

蓟州区水库南路即将修缮

海河回音

信号灯安装后没亮过

■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市民王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
映，南开区雅宣园小区自2019年旧楼改
造后，扩充了不少车位，本是件特别好的
事情，可小区部分居民圈占公共空地，独
占车位，王先生多次反映，问题至今没有
解决。

王先生说，小区有的业主将废弃或者

闲置的东西放在空地上，公共空间就变成
自家车位，即便自家车辆不在家，也不让
其他人停车。“明明是小区公共区域，却成
私有财产。”

近日，记者来到雅宣园小区，虽然是
白天，但小区内仍停放了不少车辆，细数
了一下，仅王先生所住单元楼下就停放了
十几辆汽车，周边空地上更是放置了各式
各样的阻挡物，铁桶、废旧自行车、旧椅

子、树根、手推车、木箱子等。就在记者采访
时，一辆白色汽车缓缓驶来，司机下车将阻挡
物搬起，然后将车辆倒入车位中。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已经反映很多次，

向阳路街办事处一开始回复称，会对该情
况进行治理，当他再次反映，街办事处又回
复称，会规划停车位，再到后来又说会加强
清理力度，而时至今日问题仍然存在。“这
么点小事，怎么三年了还解决不了。”

南开区向阳路街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雅宣园社区现有住户560户，实行准
物业管理。据统计，小区车位需求 280 余
个，原有社区环境仅能提供车位 100 个左
右。2019年治理社区环境、规划车位管理，
提供车位170余个，但仍有缺口110个，导致
乱占车位问题。对此，街道也曾多次责成执
法部门组织集中清理，但回潮现象严重。为
根治私占车位问题，2019年至今，街办事处
征询过关于退绿、补绿，重新规划车位进行
收费管理等意见，但部分居民不认可，使得
工作延迟。
为此，街办事处执法队将连续开展集中

清理圈占问题，落实准物业责任，加强巡视及
清整力度。为小区安装起降杆，重新划分车
位，完善基础设施。针对小区车位缺口大及
部分居民不同意收费管理等问题，计划重新
规划的车位采取部分收费、部分流动管理方
式。弥补小区车位缺口，与交警队协商，对雅
宣园小区路边实行限时停放。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宁河区俵口镇解放村农民于军向天津
日报反映，其父于启山种的葡萄，怀疑因在
上个冬天被浇了两遍冻水，10多亩葡萄树
被泡烂。

记者4月24日赶到解放村村北的这片
葡萄园。数十条葡萄架只剩水泥柱桩和
用来架葡萄的细铁丝。

于启山介绍说，他这10多亩地种的
是旱地葡萄，每年10月份收完葡萄后要
把上面的葡萄秧剪掉，把老根埋到土里，
然后拉一遍水。拉水，是用农用基础设
施和农业机械给农作物浇水。每年最后
这遍水叫冻水，浇完就暂时不用管了。
“去年，村委会用大喇叭喊，不管拉水
了。我又专门去问了一遍，还说不管。
我自己便花 2000 块钱雇人从渠里拉了
水。谁想，后来村里又拉了一遍水，整块
地都给泡了。”

于启山给记者出示他当时拍的照片，

现场一片“汪洋”，“大水一直灌过来，等我
们发现时，葡萄树已经泡了。”

记者随后与于启山父子一起来到解放
村村委会。村党支部委员于文明接受采访
表示，于启山所述基本属实。去年村委会
本来计划组织土地集体流传，通过村集体
广播告知全体村民，不再由村委会组织给
大伙拉水浇地了。但是后来土地流传没成
功，村委会还是帮大伙把地浇了。

记者问：“恢复集体拉水浇地前，有没
有再告诉村民？”于文明说：“没有。”“于启
山家的葡萄已经浇过了，派去拉水浇地的
人没采取措施吗？”于文明没回答，而是说：
“这件事，于启山已经和村委会交涉过几次
了。村委会的意思是，让他找专业机构评
估，证明葡萄死亡与村集体浇地有关，或者
直接到法院起诉。”

记者随后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于文东通电话。于文东表示，于文明是
生产委员，一直在与于启山交涉，自己对这
件事的细节，不太了解。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徐先生给本报热线
23602777打来电话反映，西青区鑫通道附
近的几个路口交通信号灯安装了一年多，
但一直没有亮过。

记者来到徐先生反映的西青区鑫通道
附近，发现鑫通道与玉带路、鑫通道与宝带
路、昌凌路与汇川路以及昌凌路与鑫通道
四个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均处于关闭状态。
鑫通道是附近的主干道路，有万科东第、高
雅公寓、恒惠佳园等多个小区，另外还连接
着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及王兰
庄农贸市场，附近人口多，车流量也非常
大，没有交通信号灯十分不便。徐先生介
绍，交通信号灯的灯杆安装了有一年时间，
却一直没有启用，导致车辆无序行驶，行人
过马路跟闯关一样。

随后，记者联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
局西青支队，工作人员查证后称：“目前这
几处信号灯还未移交至交管部门。”记者又
联系了天津城市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附近的几个
交通信号灯一年多之前就已经安装完成，
由于信号灯主电源的相关手续还没审批下
来，因此无法开启。“预计6月份相关手续
就能获批，届时将启用信号灯。”该工作人
员说。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明明是一条路，一段中央绿化带枝繁叶茂，另外一段只有小
草，成了“阴阳路”。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读者刘先生反映东
丽区旌智道绿化的怪现象。

近日，记者在旌智道上看到，道路以新明路为界，东侧一段
中央绿化带内种着树和其他球状植物，枝繁叶茂、绿意盎然；可
西侧一段中央绿化带内光秃秃一片，除了一些刚发绿的小草之
外，什么植物都没有。乍一看去，这似乎不像是一条路，但两侧
道路都有路牌，明确写着“旌智道”。

刘先生说，旌智道通车已经快三年了，可西侧的道路中央
隔离带内只陆陆续续种了一些草，不少地方还裸露着黄土
地。与东侧那一段道路相比，差距很大，“我住西侧旌智道与
航双路交口附近，我曾经向有关部门咨询过航双路到外环河
东岸一段道路的绿化问题，得知道路还未移交，绿化等存在失
养失管的情况。究竟这段路什么时候才能正式移交？让道路
绿化带统一？”

记者采访到了旌智道建设单位之一的天津城市道路管网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旌智道是分段建设的，西侧和东侧建设时
间不一样，东侧一段是先建设通车的。西侧与东侧道路绿化带
不一样的原因是规划不一样，西侧路段绿化带内规划就是种植
草和一些花，因为还没有到季节，花未开，暂时不太明显，不能种
植树木的原因是这侧绿化带地下铺设有管线，植树会对管线产
生影响。至于刘先生咨询的道路移交问题，从航双路到外环河
东岸一段道路、给水、燃气已于2021年12月完成移交工作。绿
化设施自完工起一直在与属地东丽区城管委对接移交，2022年
2月底该委召开会议确定了由属地街道接收管理绿化设施，目
前正在与东丽区城管委、市政园林所及属地相关街道核实现场
树木情况，对接施工资料，预计2022年7月底前完成交接。

■ 本报记者 黄萱

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明明没有
去过通信营业厅，手机套餐资费却改了，电
话咨询运营商却说是你自己同意改的。市
民马先生遇到的资费更改问题引起记者注
意，就电话更改套餐资费，运营商怎样核实
你的身份，本报做了一个调查。

2018年，马先生办理了中国电信的电
话卡，包含手机通话分钟、流量以及家中
的宽带，套餐费用是每月99元。一直使用
了四年时间，最近这一年多时间频繁接到
电信客服打来劝说套餐升级的电话，“这
期间网络也不好用了，网速慢、卡顿，上门
维修说我的路由器有问题，说手机不行
了，为此我花费340元更换了路由器，手机
也买了新的。”以为能消停了，没想到4月
16日，马先生收到一条手机即将欠费停机
的通知。“我每个月定期交下月话费，从没
欠费过，怎么可能停机？”于是马先生拨打
了电信客服电话，才知道更改了手机资费
套餐，而什么时候更改的，马先生没有任
何印象。“我当时问客服谁同意的，客服说
是个女的。我找客服要录音，却告诉我涉
及用户隐私不能随便曝光。”

马先生咨询客服后发现，更改的套餐流
量计费不一样了，原资费为每月30G，到达后

降速但不扣话费，而新的资费同样为30G流
量，超出后另外收取每G3元的费用。“我还
保留着之前的合同，我认为，此后一旦需要
变更合同，就应该由双方共同确认。但是中
国电信在电话中说机主同意更改，而且通话
的是个女的，我是机主，我是男的，我不知道
更改一事，所以这个合同我不认。”

随后，记者联系中国电信天津分公司，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电信客服外呼为马先
生办理更改套餐是在2021年2月22日，续
约是在2022年2月9日，用户使用期间，流
量和分钟均没超出套餐范围，所以没另外
收费。但是本月流量超出，增加了5元费
用。当时套餐变更和续约，与客服通电话
的是一个女声。记者询问是否核实过对方
身份，工作人员承认没有核实，在后来的一
次通话中，马先生老伴儿把电话递给了马
先生，工作人员推测当年那个“女声”应该
是马先生的老伴儿。面对记者关于“按照
规定，变更资费或者续约，是否应该核实机
主身份，确定为机主本人？”的疑问，该工作
人员称已经吸取教训，“对客服作出了要

求，打通电话后先确认是否是机主本人。”
然而这样的情况并非马先生一人的

遭遇，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很多人在不
知不自觉中被变更了资费。

网友库里小迷弟：我的套餐也是未经
我同意被私自更改的，他们还有个合同，
上面还有签字根本不是我自己签的，把人
坑惨了。

网友鲸嘉柠檬雨：打个电话就把套餐改
了，莫名其妙就欠费停机，说是我同意的，我
怎么不知道我同意的这个事情？是“我”吗？

市民刘先生说：我的手机也被更改过
资费，客服说机主同意，客服知道谁是机
主吗？

记者联系了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客
服，对于变更资费是否需要核实机主身份
信息却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中国
移动客服说：“需要，我们需要确认是否为
机主本人，核实办理电话卡时机主预留的
身份信息，并且需要报身份证号等。”中国
联通客服：“不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等信
息。只要提交变更资费申请，而后平台会

发送短信让用户点击确认，下月就会按照变
更后的资费计算。”如果按照中国联通的答
复，即便不是机主本人，只要手机在手就可以
操控变更手机资费或办理其他通信业务。

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王秀杰律师认为，
马先生和电信之间存在一个电信服务合同法
律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天津电信未经马先生
本人同意而单方擅自变更电信服务合同条
款，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以及《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已经构成违
约，同时还侵害了马先生的消费者权益。

王律师同时表示，通过客服电话与用户
沟通变更资费套餐，这种变更方式虽然便捷、
高效，但是其本身也确实存在法律漏洞和瑕
疵。这就要求电信方面在办理变更业务时，
必须核实通话对象是不是用户本人，一定要
通过合同记载的用户信息逐一进行核对查
验，详细明确地告知用户资费变更的内容，并
征得用户确定无误的同意答复。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律赋予广大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等消费者权利，避免今
后再发生此类纠纷。

话费“悄悄”涨机主不知情
律师：未经本人同意单方变更合同构成违约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位于于桥水库南岸的水库南路，是西
龙虎峪镇去往蓟州城区的主要道路之
一。近些年因水库南岸村镇搬迁，致使道
路失修，坑洼不平，影响该镇群众由此去
往蓟州区方向的通行。该镇居民希望相
关部门能及时修缮，方便出行。
“水库南路坑洼不平，影响车辆通

行，有的路面沥青破损严重，已经露出下
面的土层。”家住西龙虎峪镇村民赵先生
表示，西龙虎峪镇位于蓟州城区的东部，
现有人口三万多，水库南路是该镇居民
去往蓟州城区的主要道路。该道路因年
久失修，再加上大车较多，道路破坏严
重，居民出行不便。其中水库南路原五
百户镇路段，部分沥青路面已经被完全
破坏，坑洼不平。
“从我们村去蓟州区上班，一般有两

条路可以选，其中走水库南路距离最近，

只有31公里；要是从水库北岸走喜邦线
需要走43公里，多绕10多公里的路。”西
龙虎峪镇居民赵先生还介绍说，有一次，
村里有位病人被120急救车送往蓟州区
人民医院救治，为了抢时间，急救车选择
走水库南路去医院，但是经过原五百户镇
等路段时，道路坑洼不平，车速提不起来，
病人在担架上不停颠簸，家属很着急。

记者了解到，水库南路现状为县级道
路，全长约30公里，其中大部分路面为三
级公路标准，路面宽6米。2002至2008年
相关部门对其中24公里路况较差路段进
行了修复，但在2013至2017年水库南岸搬
迁期间，以及2018年该路段限宽限高设施
拆除之后，重型车辆曾一度较多，加之技
术标准低且修建时间长，目前路况较差。

记者将此情况反馈给蓟州区交通局，
该局相关人员回复表示，接到群众反映的
情况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专题研究，并
与市相关部门对接。原计划在2021年进

行结构性修复，因受“于桥水库扩容工程”
影响暂缓实施。综合考虑，只能定期填垫，
以维持群众出行。

为了进一步解决居民出行难题，交通
部门将在做好日常养护的同时，利用春季
大好时机，对路况破损严重路段挖补填
垫。经调查，目前破损路面需铺设水泥稳
定碎石850平方米、沥青混凝土8100平方
米，计划6月中旬完工。此外还会加大超
限治理力度，将联合公安、西龙虎峪镇政府
开展现场执法，打击超限违法行为，并结合
县级公路综合整治工程对六百户桥及山北
头桥等4座桥梁更新限载标志，延长道路
使用寿命。

为彻底解决此问题，交通部门计划待
水库南岸规划建设和于桥水库扩容工程完
成后，再对水库南路进行结构性修复或升
级改造。届时这条路在水库南岸生态美景
的映衬下，有望成为一条景观路。

右图为水库南路现状。

旌智道一半叶茂一半荒

7盏路灯终于亮起来

花式占车位三年盼解决

葡萄“阵亡”，谁之过？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南开区简阳路桥下华锦路7盏路灯黑了很长一段时间，市
民夜晚经过这里视线不清，存在安全隐患。市民刘先生将情况
反映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人员先后向多个部门核
实情况，均反馈不在权属范围内，排查工作遇到了困难。

刘先生反映情况时，指出路灯不亮的位置在简阳路桥快速
路辅路，从望云道至雅士道方向，“我每天晚上经过这里，黑漆漆
一片，人害怕，车辆也容易出现事故。”路灯不亮关系着百姓的出
行安全，12345工作人员非常重视，把情况及时反映至多个部门
后，得到的回复是所反映位置路灯管辖权不在他们。

7盏路灯不亮成了疑难问题，12345热线随即将该问题升级
为督办件，派专人跟进处理，经再次与市民核实路灯所在位置，
并通过地图查询，发现路灯所在位置并不是简阳路桥快速路辅
路，而是桥下华锦路。于是，热线启动“以函督办”机制，立即向
各部门发函，重新描述了问题存在的具体位置，请各部门再次核
实，尽快解决问题。

发函两天后，此问题由市路灯管理处解决。经调查，路灯不
亮的原因是低压电缆故障。在南开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协调和
指导下，维修工作完成，目前路灯已经亮起来。

近日夜晚，记者来到华锦路，看到7盏路灯都在正常亮起。
群众对12345热线及承办单位表示满意。12345表示，将继续把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的“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实不实”的
硬指标、硬道理，下一步将全面摸排受理交办、办结答复、投诉处
置等各环节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通过工单、公函、电话沟通、协
调会议等多元化工作机制，努力推动形成由部门“单一作战”向
“群策群力”转变的发展新格局，结队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淘宝网商家疑卖盗版书》后续
经鉴定市民所购书籍均是盗版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3月19日，本版以《淘宝网商家疑卖盗版书》为题，报道了市
民杨女士在淘宝网“詹姆斯图书专营店”购买两套图书《这里是
中国》和《朗读者》，商家在售卖页明确书籍为“正版”，可到货后
纸质差，字体印刷不清晰，她怀疑这两套是盗版书，但商家一直
回避问题。

武清区文化和旅游局接到杨女士投诉后非常重视，立即立
案调查，并开展行政执法工作，以普通消费者身份从该店铺购买
了样书，送到专业部门鉴定，近日鉴定结果已出，两套书确实都
为盗版。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本报4月22日刊发报道，披露河北区

桂江道两处路面，因附近楼盘开发商埋设

燃气管道破土，造成路面坑洼不平，给过往

市民带来不便。河北区城管委接到反映

后，协调开发商，要求其尽快修复路面。见

报当日，两处坑洼路面已被修复平整，受到

市民好评。

本报记者 房志勇
被水淹的葡萄园。

照片由于启山提供

呼声·随手拍

和平区南市食品街正门口

的人行横道上，一处井盖坍塌，

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赵煜

河东区金地紫悦府公交

站的橱窗玻璃损坏，玻璃碴

散落一地。

本报记者 韩爱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