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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办热线2360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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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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装宽带 要交“开门费”
中国移动自称也是受害者 津铁美苑物业表示不知情

废置通讯电箱尽快处理
天津联通：四处均已拆除

关注市民夏季生活

供水服务成热点问题

地面翻砂、消防设施缺失、出入口被占用……

西子花园地下车库问题多

福晟公元乐府项目将复工

天津日报：

我们是团泊东区福晟公元乐府(美湖雅

苑)的业主，本应是2021年12月交付的房

屋，至今没有交付，影响居民入住。房子延

期，我们这些业主大多是卖房后筹措到的

买房资金，现在只能租房住，不但要还贷款

还要每月交房租。房子复工遥遥无期，能

不能请政府帮忙想想办法让我们的房子早

日复工，我们也有个盼头。 读者 王女士

接到反映后，记者于4月7日来到位于静
海区团泊东区的福晟公元乐府项目实地查
看，现场并没有施工迹象，售楼处也是空无一
人，小区内的高层项目基本处于封顶状态。
“您看那几栋楼，2021年开始在做外墙保温及
涂刷工作，后来又停工了。”一位购房者告诉
记者，“我们是2019年9月买的房，合同签署
是2021年12月31日交付。可是从2020年9

月，该项目就停工了。2021年4月14日，该项目
又复工，没几天又停了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记者多次联系该项目工作人员未果后，

将现场情况反映给静海区区政府，该区工作
人员就相关情况开展核实调查。“福晟美湖
雅苑项目于2017年6月开工建设，建设过程
中，由于开发企业福建福晟集团有限公司资
金链断裂，造成项目进度缓慢。2022年，由
于该公司的合作方上海世茂集团又出现债
务危机，该项目再次停工。”5月16日，静海
区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区里在对该项目
深入调查后，已协调相关部门制定了《静海
区福晟项目风险处置工作方案》，预计该项
目将在2022年6月底复工，争取年底交付。
在获悉复工有望、交房有期后，反映人对

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记者调查▼读者来信

碧溪春园部分泡桐得了丛枝病

▼记者调查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文并摄

近日有多名市民拨打热线
电话23602777反映，街头一些废
弃通讯电箱长时间无人清理，对
市容环境造成影响。

市民王女士近日经过河东
区后台二号路与津塘路交口时，
看到人行道绿地内有一废置的
通讯电箱。向附近商家了解得
知，已经废置数月了。“没用的就
赶紧拆除了，这多影响环境呀。”
王女士对记者表示。现场看到，
废置的灰色通讯电箱箱门大敞
四开，里面的电器原件早已不见
踪影，在箱门处有网通联通字样
的标识。此外，记者在河东区大
直沽邮局门前人行道，同样发现
有一个被损坏的通讯电箱；在和
平区张自忠路（鞍山道—哈密道路段工地门前人行道）上，以及
河北区靖江北路一侧，这两处均有通讯电箱内部元件丢失、箱体
成空壳现象。

记者就此情况反映给天津联通。工作人员接到反馈情况后
赶到现场勘察，经确认以上四处设施确为联通公司所属，并第一
时间启动处理工作。据了解，和平区张自忠路交接箱是为周围
老旧社区提供通信业务支持，可能周边施工造成箱体破坏，天津
联通施工人员当天已对受损箱体拆除替换，确保该区域用户的
通信安全。另外三处破损电箱，联通已经拆除。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津城已经入夏，天气炎热，用水必不可少。夏季是用水高峰
期，不管是饮用水还是生活用水，需求都比较大。如果在这个时
候用水遇到问题，会对市民生活产生比较大的影响。5月以来，
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到市民来电反映供水服务问题
较多，截至目前共受理此类诉求7735件。

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供水服务问题分为三大类：一次供水
水压问题、二次供水管网遭腐蚀问题、村镇居民用水问题。

一次供水水压问题，约占到所有供水服务类来电的40%，这
类问题集中在建设年代比较久远的非高层楼房老旧小区。造成
此类问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管道老化，有破损漏水的地方，在
用水高峰期自来水管段的实际流量远大于计划流量，从而使小
区供水水压受到影响，并且管道漏点越多漏水量越多，到小区入
户时供水水压也就越低；二是管道使用年头太长，管道结垢堵
塞，使过流断面减少，管道输水能力减弱，进而影响小区水压。
低楼层居民家里管道出水量尚可，高楼层尤其是顶楼居民家，打
开水龙头，水流很小，洗澡都费劲。这类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是
更换管道，但需要全楼门住户同意才能施工，需要街道和社区居
委会的协助，依照流程进行。例如红桥区风光里居民拨打
12345热线反映，家中水流不稳定，忽大忽小，5到6楼住户家里
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夏季用水很不方便，给正常生活造成较大困
扰。经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处理，现水压已恢复正常。

二次供水管网及相关设备频繁故障导致经常性停水问
题，约占到所有供水服务类来电的25%，此类问题一般集中在
高层住宅小区。经过相关部门调查，原因大多是铺设二次管
网的土地含盐碱，腐蚀性较强，且管道螺丝为镀锌材质，比较
容易腐蚀，一旦螺丝松动，管道就会漏水。这类问题最大的难
点在于维修时需要刨挖地面、寻找漏点，再行修复，所以耗时
比较长，有的小区曾经有过停水两三天的情况。要想彻底解
决，只能施工更换所有的管道螺丝，二次供水管网的产权在开
发商，工程施工费数额比较高，开发商不愿或者无力承担。还
有一部分原因是二次供水设备故障。近日，12345热线接到市
民反映，东丽区东丽湖天域广场居民住宅使用的是二次管网
供水，经常出现故障，影响居民正常使用。经物业公司现场查
看，停水原因为水泵变频器故障。为解决居民用水问题，街道
已督促物业尽快维修。

第三类是涉农区村镇居民用水问题，主要是水质不好，约占
到所有供水服务类来电的18%。此类问题多半集中在涉农区，
有的村镇还未与市政自来水管网连接，村民喝的是地下水。虽
经过安全过滤，但因为种种原因，水质不如市政管网内的自来
水。我市近几年一直在实施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此类问题
正在逐步解决中。例如武清区梅厂镇福源公寓，供水水源是地
下水，水质混浊发黄。属地政府已经决定启动自来水改造工程，
但因疫情原因，进展比较缓慢，目前已加快招标流程，争取尽快
施工。

对于市民反映的关于供水服务问题，12345工作人员均第
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尽快妥善处理。

■ 本报记者 赵煜

市 民 徐 先 生 近 日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他搬进西子花园小区已经
3年多了，从去年开始，地下车库地面油漆
开裂、脱落，现在已经出现翻砂情况，汽车
放在车库两天，车身上就是一层土。同
时，车库内许多消防设施缺失，6号楼旁的
地库出入口还被废品占据，有人甚至在里
面洗衣、睡觉，让业主们实在难以忍受。

接到反映后，记者跟随徐先生来到位
于西青区的西子花园小区，开车刚进入5
号楼地下车库，就清晰地看到地面上脱落
起皮的油漆，汽车开过后，便是尘土飞
扬。“上楼一屋脚印，下楼一车脚印。”徐先

生说，如今出门都不敢穿白裤子，走几步
裤子就脏了。车库地面油漆脱落、翻砂问
题确实比较严重，记者能够轻松从地上捻
起一撮沙土。

与此同时，这里消防设施缺失的问题
也很严重。徐先生告诉记者，西子花园小
区多为高层住宅，居住着1000多户业主，
地下车库内部分消防箱里面没有消防软
管，更没有灭火器。记者在地库负三层看
到，这些消防箱多为打开的状态，里面几
乎看不到消防水带和灭火器等消防设施。

在小区6号楼地下车库出入口处，停放
了不少电动车，再往里走，两侧挂满了衣
服、袜子和鞋子，沿途散落着一些空酒瓶，
最里面的蓝色防火卷帘门周边，还堆放了

各式各样的塑料瓶、纸夹子、泡沫板以及废弃
的木头等物品。旁边一名男子盖着衣服躺在
一张乳白色的沙发上呼呼大睡。徐先生说：
“这个出入口被人占据放废品，业主们都反映
了好多次，可一直没有人处理。”

随后，记者联系了西子花园小区的物业公
司，工作人员表示，地面翻砂问题，地产工程部
已经申请资金，待资金到位会尽快安排维修。
而消防设施缺失主要存在于地库负三层，是因
为前几天做了一次消防演练，导致设施设备没
有归位，现已完成整改。至于占用地库出入口
问题，该工作人员回复称，这个出入口因通往
小区内部，不方便管理，一直处于停用状态，堆
放废弃物的是外包的保洁人员，现已将电动
车、废品等物品清理完毕，后续将加强管理。

接到情况反映后，记者首先到正规的
中国移动营业厅了解情况，以消费者的身
份咨询目前宽带安装的相关资费。工作
人员介绍说，目前最优惠的资费是8元/月
的家庭宽带，速度有点慢，如果家里有孩
子需要上网课，8元资费的可能不适合。
记者把津铁美苑的安装地址告知工作人
员，该工作人员查询后说，这个地址是由
代理商负责安装，办理业务需要联系对方

才行。“小区物业应该有他们的联系电话，
但是该小区可能无法享受营业厅的优惠
资费标准。”

根据小区居民提供的电话，记者联系
上了该小区移动代理商。接电话的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小区宽带资费主要有每月
68元、89元和98元等套餐，其中98元的套
餐比较合适。对于记者在营业厅咨询的8
元/月的家庭宽带，对方明确表示办不了。
“这个小区还有一个第三方公司，他们承
包了小区的宽带接入业务。我们在这个

小区，每做一个移动的宽带，就要给第三
方公司支付200元钱。8元/月的宽带业务
没有酬金，要是客户办理这个业务，我们
就得亏200元，总不能赔钱做生意。”
“为什么资费贵的宽带业务就能办？”

记者又问。
“资费贵的宽带，我们会把自己的酬

金补贴给客户，这样客户就省下了这200
元钱。”该工作人员最后表示，如果客户坚
持要安装这个最低资费的宽带也可以，但
是这200元额外的费用就得自己承担。

在津铁美苑小区和津铁和苑小区，多
位居民表示安装的都是68元、89元、98元
等资费标准的宽带。“我家装的是移动公
司的宽带，当时报装的时候，装的是最便
宜的68元/月的套餐，没想到营业厅还有
更便宜的。”居民刘先生告诉记者。
“我们拨打移动的客服电话报装宽带

时，客服说小区的业务都外包出去了，让
我们等外包公司的电话再报装，我们也不
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居民周先生疑
惑地表示。

随后，记者拨打中国移动客服电话，
负责该区域业务的工作人员回复本报表
示，津铁和苑、津铁美苑、津铁泽苑小区都

存在同样的问题，移动公司的师傅进小区为
客户安装宽带业务，需要打开公共区域的竖
井和接线箱接线，但是这些区域的钥匙都由
这家第三方公司负责保管，如果不交这200
元“开门费”，这些竖井和接线箱就打不开，也
就无法给客户安装宽带。“第三方公司可能是
和物业或者开发商签有协议，如果不交，移动
的宽带就进不了这几个小区。我们也是受害
者。但是并不清楚这家第三方公司的名字。”

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之所以移
动在这几个小区主推的都是每月 68元及
以上的宽带套餐，是因为这些资费的业务
酬金可以覆盖这个成本，代理商从自己的
利润里面拿出 200元，替客户把“开门费”
交了，但是如果客户选的宽带套餐资费较
低，代理商没有酬金，这笔“开门费”就需要
客户自己承担。

那么这家神秘的第三方公司到底叫什
么？它与物业公司是什么关系？记者联系了
小区的物业公司——港联不动产服务（天津）
有限公司，该公司河西区物业办工作人员回
复，并不清楚第三方公司的情况，并让记者拨
打另外一个电话咨询，但是记者多次拨打该
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本报将持续关注。

▼读者来信

天津日报：

我是津铁美苑小区的业主，旁边是

津铁和苑和津铁泽苑小区，我们这三个

小区的宽带业务比较特殊。小区居民

去附近的移动营业厅申请宽带报装手

续时，被告知营业厅无法受理相关申

请，该小区的相关业务已经承包给代理

商，如果需要办理，只能由客服转告对

方，对方再联系业主上门安装。

联系了代理商之后发现，代理商的

宽带套餐和营业厅的宽带套餐有差

别。移动营业厅里38元/月的套餐就

有宽带业务，但是小区代理商说只有每

月68元及以上的套餐才送宽带，这是

不是变相地涨价？为什么小区的居民

不能在移动营业厅里办理住宅的宽带

安装业务？

小区居民 陈先生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

武清区下朱庄街碧溪春园居民王女
士发现，小区14号楼旁的几棵泡桐树出了
问题，开花明显少了，叶子也长得不多，最
严重的一棵，没长几片叶子，却长了不少
小树枝，像一个个鸟巢，黑乎乎的。记者
就此向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园林处负责人
询问得知，原来这些泡桐得了丛枝病。

王女士说，这几棵泡桐树10年前就在这
里，大小一共四棵，其中最大的一棵几年前
开始长出一团团的小树枝，每团直径有一片
泡桐叶子大小。起初没人在意，因为树到春
天一样开花，夏天一样长出茂密的叶子。今
年却不同，春天时最大的那棵泡桐没怎么开
花，后来也不长叶子，整个树冠就只有那些
黑乎乎的小树枝。近来，旁边几棵小泡桐叶
子也变少了，也长出一团团的小树枝来。

市城管委园林处王处长介绍，这几棵

泡桐树得了丛枝病，是一种由类菌体感染
引起的植物传染病。“我们把这种病叫树中
的癌症，很严重，比人类的皮肤病还难治，
可以打药，但效果甚微，只能对这些小树枝
不停地修剪，还免不了被传染的树会变虚
弱，直至死亡。”

据介绍，泡桐的丛枝病主要有两种类
型，一种是丛枝型，即腋芽和不定芽大量萌
发，抽出很多小枝，冬季不脱落，状如扫帚，
也就是王女士说的像“鸟窝”；另一种是花
变枝叶型，王女士没看见开花，是因为它的
花瓣变成了小叶状，花蕊变成了小枝，小枝
腋芽继续抽生成丛枝。不管是花还是叶最
终都长成了这种扫帚状的小丛枝。

泡桐丛枝病是中国泡桐培育中的一种
重要病害，华北平原最为严重。

记者把情况通报给属地下朱庄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会上报领导研究后
回复。

■ 本报记者 赵煜

市民马女士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
反映，河西区友谊南路两侧的果皮箱因常
年无人维护，现已变得破旧不堪，个别果皮
箱外还贴了不少广告，实在影响城市形象，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紧处理。

根据市民反映，记者来到了河西区友
谊南路进行调查。进入友谊南路就可以
看到，马路两侧人行道上，有不少两个连

在一起的长方形绿色果皮箱，果皮箱外一
个贴有“可回收物”的标示，另一个贴有
“其他垃圾”的标示，标示牌看起来比较干
净，而整个果皮箱外层绿色油漆已经起皮
脱落，露出的部分全都生锈。果皮箱设置
距离较近，大约每隔30米就能看见一个。
记者发现，友谊南路上放置的果皮箱数量
确实不少，粗略数了一下，破损的果皮箱
有40个左右，果皮箱上并未标记是由哪个
部门放置以及管理。

市民马女士表示：“果皮箱破损看似是
个小问题，但整条马路的果皮箱几乎都有不
同程度的破损，那就会影响城市的形象，友
谊南路沿线有梅江公园、梅江会展中心等多
个旅游景点，果皮箱破损就会十分碍眼了。”
记者联系了河西区城管委，工作人员

了解情况后回复称，接到反映，区城管委
非常重视，友谊南路周边的果皮箱为2017
年安装，经统计，现约有果皮箱 50 个，由
于时间较长，果皮箱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破
损问题。河西区城管委将积极筹措资金，
克服困难，将更换破旧果皮箱提上工作日
程，扮美河西市容，为市民创造更加整洁
的出行环境。

友谊南路果皮箱亟待“美容”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李女士给本报热线23602777打来电话反映，小区
的电费一直是到物业交，什么时候可以联上国网，从网上购电？

李女士家住武清区翠亨花园南里，从小区建成至今十多年
了，居民一直是从物业处购电，“从物业买电，还比国网电价贵
0.02元。”看到其他小区都可以网上交电费，李女士也想问问：
“物业说小区电没联入国网，因此无法网上购买电，我们小区什
么时候也能联网？”

记者联系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联入国网需要对小区
电力进行改造，我们也正在为居民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翠亨花
园南里电力高压部分已经改造完成，而低压部分等待政府惠民
工程进行施工，物业公司会积极跟进。

呼声·随手拍

翠亨花园南里居民盼联网购电

本版日前报道了河西区台儿庄路与奉

化道交口一侧人行道上，临街树木的树枝

低垂阻碍行人通行。相关单位对阻路树枝

进行了修剪，恢复人行道通行环境。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海河回音

南开区白堤路与西湖道交口，一个交

通指示牌上英文单词拼写有误。

本报记者 韩爱青

东丽区津汉公路与中环西路交口处，

靠近空港经济区一侧人行道上围栏倒塌，

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赵煜

晴川花园板房旁垃圾清了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小区东门内有人用小区公用板房收
废品，废品成堆，严重污染环境。”近日，南
开区嘉陵道街晴川花园居民打来热线电
话，反映小区问题。

6月1日，记者在宜宾道晴川花园看到
了居民反映的那两间板房，其中一间板房墙
外还堆着一堆废品，其中有床垫、马桶……

板房内有一男子，姓范，自称是小区保
洁人员，他说板房旁边的垃圾是居民们扔
的，自己也收一些废品，但基本上每天一
清，不在小区堆放。记者又来到天房物业
服务公司晴川花园小区项目部，物业经理
李鹏说：“板房旁的废品不是范师傅收的，
范师傅确实在小区做保洁，板房是为做保
洁工作使用，他们夫妻俩也收废品，因为他
们在小区时间长了，很多居民愿意把废品
卖给他们。”至于板房旁的堆放物，李鹏说：
“近日由于疫情的原因，清运垃圾的车不好
进，我们会尽快安排人清理。”

截至记者发稿时，板房旁的垃圾已经
全部清走。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东四牌楼东》第
39、40集 佟丽华和翠儿
发现津平不见了，急得四
处寻找。津平偷偷翻进酱
肉铺，拿了些零钱，再次来
到火车站，拿着一毛钱买
票，又被轰了出来。佟丽
华来汪府找津平，娄晓月
听闻津平挨打，责骂佟丽
华虐待她儿子。娄晓月包
了车满街找了三天，最后
在火车站找到津平。娄晓
月许诺带他去上海找爸
爸。汪四海派刘金陪娄晓
月去上海，要他暗中干掉
哈岚和解一半……

天津卫视19:30

■《暖春》第15、16
集 宝柱爹要送小花上学
的决心不变，小花知道爷
爷的心意，半夜起来编筐，
手都磨出了泡。宝柱爹找
宝柱长谈，同意分家过。小
花看到香草洗了一半的衣
服，帮她继续洗，香草称不
用小花假好心，狠狠地推开
了她。胖婶心疼小花给了
她两个煮鸡蛋，小花怕被香
草发现，藏在了被子下等爷
爷回来一起吃……

天视2套18:15

■《老伴》第1、2集
初冬难得的暖和天气，马
丙坤把照相师傅带到了家
里，其实他已经癌症晚期，
想和老伴最后留一个纪
念，结果老马在拍照的时
候晕了过去。厂里文工团
领唱的黄老太突然去世
了，这给马丙坤的打击非
常大，想到自己也是时日不
多，便与老伴林芝花商量，
趁过年把五个孩子都叫回
来，把情况告诉他们，把老
伴交给其中一个照顾。于
是，老两口又是打电话又是
办年货，高高兴兴地准备了
起来。终于到了大年夜，马
家一个人也没来。孩子们
以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老马觉得时间紧迫，决定
带着老伴一个一个地去找
他们……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相爱
容易相守难，夫妻经历七
年之痒闹离婚。消费观念
差异大，互相指责导致争
吵不断。

天视6套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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