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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厅、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津云新媒体《政民
零距离》栏目与天津日报社会部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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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处人防水箱被开发商擅自拆除
津南合盈园拆人防设施卖车位 区人防办督促尽快恢复原状

楼顶墙体开裂

街道及时维修

饱受快速路噪声侵扰

小区居民盼加隔音板

关注市民夏季生活

噪声类投诉“高温不退”

呼声·随手拍

这些公共区域到底归谁管理？
工行陈塘庄支行：相关权属证明都有但不能出示

津武路西侧水渠谁来管？

出入小区没有正式道路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文并摄

一则汽车被砸事件，引来建筑物公共
区域归属问题。汽车停在银行旁边，被楼
顶脱落的外墙瓷砖砸坏。银行认为外墙
属于公共部位，银行不能赔偿。车主认
为，一楼院落也属于公共部位，怎么银行
就圈占自己用了！
“3月16日，我的汽车停在工商银行陈

塘庄支行营业厅旁，楼顶外墙瓷砖大片脱
落，我的汽车顶被砸瘪，向内塌陷近30厘
米，机盖、前翼子板、保险杠等多处受损，
车架严重变形。”事情发生后，车主李先生
找到工行陈塘庄支行讨要说法，但是该行
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这栋楼并非
工行独有，楼上住宅属于个人产权，楼顶
墙皮为公共部位，不归该行管理维护。

李先生并不认可工行给出的解释，该
建筑一楼的院落长期由工行设锁圈占用
于该行停车，禁止楼内其他居民使用。既
然该栋建筑产权非工行独有，外墙墙皮与
一楼院落应都属公共部位，为何工行对墙
皮脱落以公共部位为由不承担责任，却对
同样属于公共部位的院落长期独占停车？

接到反映后，记者来到河西区大沽
南路880号增1号。该栋建筑临街建设，
建筑平面呈L形，1至 2层是工商银行营
业厅和办公区，3至7楼是住宅。在该栋
建筑一楼入口处，记者看到已经搭好的
施工脚手架，上面还安装了绿色安全
网。工商银行营业厅附近的便道已经拉
上警戒线，提醒过往行人不要靠近。抬
头看去，靠近入口处的七楼外墙有瓷砖
和水泥脱落的痕迹，长约 2米，宽约 0.5
米。穿过入口是一个小院，一旁的提示
牌写着“工商银行 外车禁入”的字样。

记者刚一进院，马上有工作人员过来提
醒，这里是银行办公区域，去住宅区要从
入口处的另一个小门上楼。

记者联系工商银行陈塘庄支行，该
支行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该栋
建筑 1至 2层为工商银行营业网点，有
《天津市房地产权证》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属于工商银行产
权，3至 7层为居民所有，因此楼顶外墙
属于公共部位。反映人提及的一楼院落
位于该证书中规定的红线以内，也属于
工商银行产权。但是当记者要求对方出
示《产权证》《土地证》等相关证据，以证
明哪些属于公共部位，从而划分外墙脱
落的相关责任等问题时，却遭到对方拒
绝，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些资料属于银行
秘密，不能对媒体公开。

李先生表示，在媒体介入后，工商银行
又主动联系他，说赔偿好商量。“我的态度
还是，赔偿与否，一切遵照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至于他们圈占院子停车是否合法，期

待他们拿出依据，给我们一个明白。”
天津臻恒律师事务所季雅倩律师表

示，根据《民法典》规定，建筑物物件坠落损
害责任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由所有人、管理
人或者使用人对自己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
任，否则便应承担侵权责任。李先生的汽
车被砸，有现场照片为证，已经完成初步举
证责任。如果该栋建筑有管理人，那么管
理人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否则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底商和楼上
居民属于该栋建筑的共同所有人，从该栋
建筑使用人的角度来看，底商工商银行也
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
也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此外，该栋建筑一
楼院落的归属，需要从相关权利人的《不动
产权证》和《土地证》来判断，可以通过该地
块的土地使用权面积、权利人的专有土地
面积、分摊土地面积等多个指标，来确定院
落空地的归属问题。

截至发稿前，工行与李先生就汽车被
砸达成赔偿协议。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几万元购买小区地下车位使用权，可
没想到买的却是人防水箱位置。近日，津
南区咸水沽镇津南新城合盈园业主刘先
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了开发商的
违规操作。

刘先生介绍，2019年，他在购买合盈
园房子的同时，开发商天津津南新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推销地下车位的使用
权，当时承诺车位使用权和房屋产权年
限一致，他以7.5万元的价格在地下车库
D区购买了一个车位的使用权。可2020
年，房屋交付，他去自己购买的地下车位
处一看，上面居然安装有一个大水箱。
向开发商反映后，水箱被拆走，可以正常
停车。但最近一段时间他才知道，自己
购买的车位是人防水箱位置，开发商拆
走的竟然是人防水箱。他咨询了津南区
人防办，得到的答复是按照规定人防水
箱是不能拆除的。“这个车位根本不能租

售，开发商说给我们换一个车位，可是我
当初选的车位距离我家楼门最近，换了
位置不方便，我要求退款，开发商不同
意，现在这件事僵持在这里。”刘先生说，
和他有相同情况的业主还有几人，大家
要求退车位均遭拒。

津南区人防办的张主任介绍，该小区
地下车库分为A、B、C、D四个区域，D区
为人防工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第5条的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事
业单位投资建设人防工程，人防工程平时
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
而该项目“人防工程审批建议书”建议为
平时用途为车库，可以当做车位使用。但
有人防设施的是不能私自拆除被占用的。

通过日常巡查和业主反映，津南区人
防办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了合盈园开发商
私自拆除人防水箱的违法行为。经过现
场勘查并结合查阅该项目的设计文件与
竣工资料，确定该小区地下车库D区在工
程竣工时共有28处人防水箱，而这些人防

水箱都被开发商拆除，私改成了车位，对
外出让使用权。依据国家以及我市人民
防空工程建设和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战
时使用的滤毒设备和水箱，应一次性安装
到位。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不得影响
其防空效能；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
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
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
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应进行处
罚并依法赔偿损失。“为此我们已经责令
开发商进行整改，开发商也做了整改承
诺。目前有15个人防水箱已经恢复，6个
人防水箱的基础设施已经建好，还有7个
人防水箱所在位置的车位因业主与开发
商有纠纷，尚未恢复。下一步，我们会督
促开发商尽快与业主解决好车位纠纷，尽
快将人防水箱恢复原状，并视整改情况进
行行政处罚。”张主任说。

记者联系到了合盈园开发商天津津
南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专门负责人
防水箱事宜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公司

会有专人回复，稍后联系记者。但截至记者
发稿时，未得到任何回复。

记者查询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
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
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
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
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
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
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赔偿损失。根据该法规定，拆除人防设
施未造成损失的，罚款上限是五万元，而开
发商卖一个车位的使用权就不止这个数
字，违法成本较低。有关专家认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是1997年1月1日
施行的，距离现在已经多年了,这种处罚标
准显然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应进一
步修订，规范人防违法行为的处罚种类,加
大处罚力度,使违法者受到的处罚大于可
能得到的违法利益。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刘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河东区融科
瀚棠小区紧邻快速路昆仑桥，小区对面一侧桥边安装了隔音板，
可靠近小区一侧却没有隔音板，居民们入住5年来，一直饱受快
速路上汽车噪音困扰。

刘先生说，在家里关上窗户还好一些，要是打开窗户，车辆
过往发出的噪音非常大，让他和家人不堪忍受。尤其是晚上，夜
深人静的时候，声音更大，经常令他们无法入睡。居民们曾经用
机器自测过，打开窗户，屋内噪音最高时会达到72分贝，远超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区域噪声标准》中居住区域环境噪声昼间
55分贝、夜间45分贝的最高限值。

记者在刘先生家，关窗时也可以清楚听到车辆驶过的声音，
打开窗户，声音一下子被放大了好几倍。受噪音影响的主要是
小区5到9号楼的居民，一些家庭实在忍受不了噪音，就在原本
的三层玻璃上又加装了一层。“快速路靠近我们小区这一侧没有
安装隔音板，但对面小区却有。什么时候我们小区这一侧快速
路也能安装上隔音板呢？”刘先生说，大家将情况反映到河东区
生态环境局，该局也进行过噪音检测，检测结果为64分贝，确实
超标。近几年，居民们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区两级部门反映，希望
能对小区这一侧快速路采取隔音措施，但一直没有结果。
《天津市城市道路交通噪声专项整改工作方案》中写明，对

全市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等扰民线路中具备整改条件的，采取相
应降噪管理措施，缓解改善交通噪声污染。而各区人民政府是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专项整改工作的责任主体。记者联系了河东
区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对融科瀚棠小区快速路噪音扰民问题，
该区城管委已和区生态环境局、区住建委进行了工作衔接，制订
了方案，并与市道桥管理部门就下一步声屏障的安装和养管问
题初步对接。但声屏障安装所需资金问题尚未解决，需落实资
金后启动相关项目。下一步，该区城管委会积极关注该项工作，
待资金落实后，立即推动项目落地。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睡个午觉，却被周边工地的噪音搅得心烦意乱；在家工作或
者学习，被商家的高音喇叭骚扰；遇上假期想赖床，装修噪音却
“此起彼伏”……随着气温升高，噪声类投诉也“高温不退”，5月
以来，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经接到涉及工业生产、建
筑施工、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噪音问题1.1万余件。

工地噪声扰民 整改

根据《天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工
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噪声，应当符合《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而且此类问题一般由各级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管理。

市民张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5月12日下午开始，滨海
新区美韵家园附近天津波音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发出刺耳噪
声，严重扰民。

经调查，天津波音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正在进行三期新
建和一、二期改扩建项目。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将热压罐排
气筒消音器损坏，导致热压罐排气时，噪音超标。近期，该公司
更换了两套消音器，效果均不太明显。目前高新区城市管理和
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要求该企业停产整改，在新消音器安装完
成，经检测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商家高音喇叭宣传 降噪

根据《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五款规定，
街道办事处可以集中行使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对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发出高噪声招揽顾客的行政
处罚权，并可以实施与之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5月15日，市民李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河北区大江路
大江南里一楼烟酒商店的喇叭持续发出高音，影响周边居民正
常生活。话务人员向河北区政府派发工单，月牙河街大江里社
区工作人员前往该烟酒店，劝负责人调低喇叭音量，防止扰民。
目前问题已解决。

装修噪音此起彼伏 治理

根据《天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和《天津市街道
综合执法暂行办法》规定，装修噪音类问题一般由各级公安治安
管理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实施监督管理。

5月3日，12345热线接到市民宋女士反映，河东区秋实园9
号楼一户业主在五一假期，每天7点就开始装修，其他业主根本
休息不好。公安河东分局春华派出所社区民警前往业主家，让
其尽量降低装修噪音，避免扰民，业主表示配合。同日，市民吕
先生也反映，河北区乌江里小区有业主在假期期间持续装修，噪
音较大，扰民情况严重。河北区政府派工作人员及时与装修业
主沟通，对方表示会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施工。

据介绍，12345热线秉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整体
统筹，加强责任制体系建设，优化完善“首位首责”“一通电话办成
事”等工作机制，促进作风转变，强化责任担当，通过畅通与企业
群众的沟通渠道，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武清区和北辰区之间的一条水渠上
漂满各种垃圾，市民反映，记者采访，却找
不到渠的主人，到底谁该对这条渠负责，
渠内的垃圾又该由谁清理？

这条水渠位于津武路西侧，长约七八
十米，宽五米左右。渠成刀把状，一半南
北走向，与津武路平行，一半拐成东西走
向。渠内垃圾遍布，其中有不少枯枝落
叶，将南北走向的一段渠挤得仅剩约一米
宽，还有不少饮料瓶、旧轮胎、包装箱等垃
圾。有两堆疑似小药瓶的垃圾，每堆几百
瓶，瓶身约三厘米高，直径一厘米。瓶身
上都没有标签，瓶内有液体，不知道为何
物。渠里的水显得很脏。

记者现场联系双街镇，镇政府工作人
员及小街村村委成员赶到现场，说水渠旁
的农田是小街的，但这条沟渠最初是武清
区开挖的。后来这一带被公路局征收了，

应为公路局管辖范围。
记者又分别联系北辰区交通运输

管理局（原北辰区公路局）和武清区下
朱庄街道办事处。北辰区公路养护所
徐所长查看后回复说，北辰区公路管
理部门修建津武路北辰路段时，征收
红线范围为公路两侧人行道边，绿线
范围仅限于最后一排行道树，现场的
沟渠在公路绿化带以外，不是公路养
护范围。

武清区下朱庄街城管环卫队张队长
表示，不管这条沟渠归哪管，下朱庄街先
安排人去清理。北辰区双街镇政府工作
人员表示，已与武清区下朱庄街工作人
员建立联系，过后会根据查询结果厘清

这条沟渠的管辖归属，然后两街携手制订
长效机制，实施管理，避免随意倾倒垃圾现
象回潮。

转天，记者再次来到现场，东西向沟渠内
的泡沫箱、饮料瓶等垃圾已经被武清区下朱
庄街环卫人员清走，双街镇正在清理南北向
的一段沟渠。再转天，记者到现场时，南北向
一段沟渠也已清理干净，并且进行了两侧的
拓宽加固。

虽然问题沟渠里的垃圾被两区合力清
理干净了，但其归属仍然是个谜。5月 11
日，武清区下朱庄街回复称，经向天津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武清分局核实，问题沟渠
北岸以北是武清区下朱庄街地界，问题沟
渠不在武清区下朱庄街地界。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天津日报：

我是北辰区志和里的居民，我们小区

建设年代较早，属于老旧小区。前几年经

过老旧小区提升改造，楼房的外墙和楼顶

都做了维修，整体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近几年，楼房的屋顶因为年久失修，不同程

度存在漏雨情况。尤其是一号楼顶层房顶

漏雨严重。楼顶油毡已经老化龟裂，多处

油毡从女儿墙脱落，楼顶下水口堵塞。尤

其严重的是楼顶北侧的一处女儿墙墙体老

化严重，水泥浇筑部分已开始脱落，已经暴

露出部分钢筋，存在安全隐患。现已临近

雨季，居民们很担心。 志和里部分居民

接到读者情况反映后，记者来到北辰区
志和里小区。在1号楼楼顶，记者看到，楼顶
四周有一圈高约40厘米的女儿墙，其中西北
角和西南角的油毡已经从墙体脱落，露出里
面的红砖和水泥，部分墙体已经开裂。位于
楼顶角落的下水口也存在堵塞的现象。
“要是不及时维修，雨季一到，楼顶就

会积水，墙体开裂更严重。”居民赵先生担
忧地表示。

记者将此情况反馈给北辰区集贤里街
道，该街道发电楼居委会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接到小区居民反映的情况后，已经联系
街道相关部门现场查勘，并联系施工队伍，
准备相关建筑材料，按照进度进场维修，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

截至记者发稿前，顶楼防水维修工程
已经施工完毕。

■ 本报记者 赵煜

家住云舒花园小区的李先生向本报
热线 23602777 反映，小区旁边的绥江道
上，两侧的公众停车为了多收费，将斜列
停车改为垂直停车，过往自行车、电动车
都快被挤到机动车道上了。“这一片区域
停车都是这样子，这么明显违规的问题怎
么没人管呢？”

5月 10 日下午，记者来到市民反映
的绥江道。这条道路为双向车道，两侧
有云舒花园、清溪花园等多个小区。记
者留意到，在公众停车收费员的指挥下，
所有车辆几乎都不按照划定的斜列泊位
停放，而是沿着便道垂直停放。本来斜
着可以停放 2辆汽车的位置，因为竖向
并列停靠，可以塞进去 3辆汽车。记者
粗略数了一下，其中 18个停车位，在没

有停满的情况下，已经停放 20余辆车。
车辆垂直于便道停放以后，占据了大部
分非机动车道，不少骑车市民被挤到机
动车道上。

李先生说：“公众公司从2015年成立
至今，已经过去了7年，不按照标识线停车
收费的问题一直存在，管理单位是不是应
该反思一下？”

记者联系了天津市公众停车公司，工
作人员称，经调查确实存在机动车垂直停
放问题，主要是该段停车场被多个小区围
绕，停车位紧张，加上泊位员没有较好的

引导市民按照泊位斜列停放，才出现这个问
题。已要求公众河西分公司立即整改，加强
日常巡控。

5 月 23 日，记者再次来到该区域，看
到依然存在斜列车位垂直停放车辆的
问题。

记者又找到了西青分局交警支队，工作
人员表示，斜列车位，车辆不能垂直停放。
他们已经将群众反映的问题通报给区城管
委，约谈公众公司进行整改。并要求属地交
警大队加强日常巡查，督促公众公司规范日
常车辆停放。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绅湖公馆小区业主刘先生向本
报热线23602777反映，小区入住多年，一
直没有正式的市政道路，居民出行和停车
都成了难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解决。

绅湖公馆小区坐落于滨海新区滨海湖路
附近，紧邻天津滨海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环境
优美。刘先生说当初买房也是看中了这里的
环境，但是小区周边配套问题成了让业主头
疼的事情，“从2016年入住至今，没有正式的
道路供车辆通行，业主出入小区都成了难
题。小区车多，周边没有停车场，停车出行都
十分影响业主的正常生活。”刘先生说。

绅湖公馆有别墅区和高层区两种房
型，千余户居民。记者了解到，别墅区的入
住率不是很高，很多业主买房是为了周末
或是节假日过来小住。但高层区入住率非
常高，大部分业主都是在附近的高新区、北
塘中关村上班，车辆非常多。小区只有南
门一个出入口，右转是滨海湖路，左转是一
条无名小路，是水务局的巡堤路，十分狭
窄。“业主的车多，小区内停不了就只能停
路边，造成出行道路更加狭窄，拥堵是经常
的事。”刘先生说。

记者联系滨海新区北塘街道办事处，
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绅湖公馆小区紧邻
滨海湖边，出行道路并没有正式规划。目
前北塘街正在对周边道路进行梳理，联系
设计单位研究周边是否可以增加通行道
路。街道要求开发商结合现有的路况，先
解决道路的进一步维护保养问题，保证道
路完好能用。另外，绅湖公馆周边没有规
划建设社会停车场，目前街里正在推动，寻
找合适地块，修建公共停车场，解决居民停
车难题。“工作正在逐步推进，也请市民理
解。”工作人员说。

将斜列停车改为垂直停车

绥江道泊位管理不规范

南开区九策城市广场外墙上，悬挂的几张巨幅海报严重破

损，在风中飘荡影响市容环境，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清理。

本报记者 房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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