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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200多棵杨树竟被一“削”了之
宝龙物业天津公司被罚250.6万元

6分钟救了办事群众

无障碍设施及时“排障”

树木滋生虫害居民生活受扰

园林部门及时喷药消杀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呼声·随手拍

小区住宅变身菜鸟驿站

程林里小区占路市场难清

耶鲁锁厂家主动解决售后难题

200多棵生长了多年的树木被削得
只剩一米多高树桩，中新天津生态城瑞
龙城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交涉未果报
警。前不久，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对
上海宝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分公
司处以250.6万元罚款。

该小区业主韩先生介绍，今年4月
底的一天，小区内200多棵大树突然遭
殃，十多米高碗口粗的树被“修剪”成只
剩一米多高的村桩。物业公司在不打
招呼的情况下，就将如此多的大树砍
了，业主们很心疼。

业主宋先生介绍，他发现情况后阻
止，物业公司说是正常修剪。业主为此
报了警，属地派出所和中新天津生态城
管委会综合执法队员相继赶到处理。

为该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上
海宝龙物业天津分公司随后给业主们
发了一份说明，说是小区内栽种的杨树
高达16米左右，影响采光和通风，因此
修剪。而且承认修剪过程中“把控不
严，造成修剪过度……”

生态城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管委
会接报后展开调查，对小区内被砍大树
逐一编号登记造册。对宝龙物业公司
在瑞龙城小区未经批准砍树行为调查
核实后，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当
事物业公司违法情形严重，作出罚款
2506450元的行政处罚。目前罚款已缴

纳完毕，宝龙物业公司承诺补种。
记者就此采访宝龙物业公司，工作

人员说，他们已经认罚了，罚款如数缴
纳，把200棵树补种上就完了，其他没什
么好说的。

但业主对此并不满意，“业主阻止外
来人员拉运被砍树干时，对方说这些树干
是他们老板买的，那么卖树的钱去哪了？
物业公司是缴了行政罚款了，但是给小区
业主造成的损失如何弥补？”

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王秀杰律师就
此接受采访表示，根据我国《民法典》规
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绿地、其他公共场
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

共有，因此小区内的树木也是全体业主共
有，如果被砍伐出卖，所得相应款项也应
由全体业主共有，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
返还。

6月 20 日，生态城管委会给该小区
业主的回复中称，本次事件中，砍了3棵
死亡杨树，又截干 224 棵杨树，共计 227
棵。宝龙物业公司未办理有关树木作业
审批手续，更未尽监管责任。生态城管
委会委托专业机构鉴定报告，确定被砍
伐的227棵杨树价格作为行政处罚基价，
根据《天津市绿化条例》第61条，处以10
倍罚款。在调查过程中，生态城管委会
向宝龙物业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

知书》，责令其补植树木恢复绿化。该公
司已在被截干杨树周边增植景观苗木，
但数量及乔木搭配上不符合恢复绿化效
果，未及时全部恢复绿化补植。生态城
管委会将于近期召开包括宝龙物业公
司、社区居委会和业主代表参加的工作
联席会，就增补植方案与居民代表沟通
协商，确定及时可行方案，待公示后，生
态城执法大队将对宝龙物业公司进行监
督检查，确保落实到位。
《天津市绿化条例》规定，因法定原

因确需砍伐城市树木的，应当向城市管
理部门提出申请，根据树龄、树木粗壮程
度、砍伐数量多少等，审批级别不同。未
经批准擅自砍伐树木的，责令限期补植，
并处以树木基准价值5倍以上10倍以下
罚款。

该条例还规定，商品住宅小区内的绿
地由业主共同负责，业主可以委托物业管
理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养护管理。记者咨
询园林养护专业人士得知，树木修剪有严
格的技术规范，不同树木修剪时间和标准
不同，修剪养护单位应该在每年修剪前对
修剪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严格按照操
作规范进行。涉事小区对杨树的“修剪”，
至少应该保留正确的树形，让人从视觉上
感到舒服，像这种一“削”了之的办法肯定
不行。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6月10日，本版以《山寨400电话坑钱没商量》为题，报道了
部分知名品牌客服电话被山寨，导致消费者联系山寨客服后，上
当受骗的情况。报道引起相关厂家重视，主动联系本报解决消
费者后续难题。

耶鲁锁品牌相关工作人员联系本报表示，耶鲁锁消费者宋
女士被骗的情况，引起厂家重视，将主动协助消费者积极解决售
后问题。考虑到全面排查电子锁故障需要较长时间，而消费者
希望更快速彻底地解决，厂家内部进行了特别申请，免费为消费
者宋女士更换一把新锁。此外，厂家将重新优化售后客服体系，
在官方微信和官方网站突出展示客服热线，下一步联系百度公
司，对厂家客服电话做百度官方认证，让消费者能及时搜索到官
方客服信息。

■ 本报记者 黄萱

日前，市民李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河东区程林
里小区内每天都有占路摆卖的商贩，环境脏乱、噪音扰民。“占路
摆卖已经在这里有五六年了，居民多次反映但毫无效果。”

记者在程林里小区看到，商贩们在44号楼和43号楼的空地
上摆卖，生活用品、蔬菜水果，一应俱全。摊位占据一部分道路，
加上购物的市民穿梭，道路变得尤为狭窄。居民介绍，占路市场
商贩清晨就开始吆喝，噪声扰民，而每天撤摊后，一地的垃圾也
影响了其他居民的生活。李先生介绍，2016年之前，小区有过
一个大型集中的占路市场，后来被清理了。没过多久，商贩们陆
续又出现在小区的楼栋旁、甬道上。李先生说，“我们反映过多
次，治理过，但没几天就恢复原样。”除了44号楼附近，小区25、
26、27号楼也存在占路摆卖的现象。

随后记者联系河东区上杭路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针对程林里小区内部道路上出现自发的集贸市场，街执法队
将增派人员力量，加强对占路经营行为的治理力度。

对此说法，李先生表示不解：“我多次看到执法人员在现场，
却一直没有清除占路摆卖行为，工作人员说的加强治理力度，到
底到什么程度，能否彻底清除占路经营。相关部门应对此事更
加重视，解决老百姓的生活之忧。”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印发的《天津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2—2025年）》
提出，到2025年，公共建筑无障碍设施建设率达到100%。随着
我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无障碍通道被占用等现象
时有发生。近期，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就接到一些市
民反映无障碍设施的问题。

市民反映无障碍设施问题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无障碍通
道被占用；二是无障碍设施被损毁；三是因为管理不善等原因，
无障碍设施在使用时存在“障碍”。

占用无障碍通道的，大多是机动车和共享单车。近日，市民
刘女士反映，河西区广东路广顺园1号楼1门前，有车辆一直停
在无障碍通道上，影响残疾人、老人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协调将
车辆清走，并设立标识，禁止在该处停车。12345热线联系河西
区政府顺利解决此事。

无障碍设施被损毁，管理部门接到群众反映后一般都可及
时修复。近日，市民张先生反映，南开区津河王顶堤广场仅有的
一个坡道已经损坏，不方便轮椅和婴儿车通行。12345热线第
一时间将此事转至南开区城管委，次日坡道修好，恢复使用。

因管理原因残疾人不能便捷使用无障碍设施。市民赵先生
反映，和平区地铁一号线和三号线换乘站营口道地铁站A口有
一部无障碍电梯，电梯口设栅栏门，如需使用必须联系工作人
员，而且只能从地下往地上单向运行。市民希望自行使用电梯，
并双向运行。12345热线将问题转派至市轨道交通集团，对方
表示，营口道站A口垂梯内网络信号覆盖不全，且电梯内无法进
行远程实时监控，乘客独自使用存在一定隐患。车站正在研讨
优化方案，目前为方便残疾乘客，工作人员会陪同搭乘，所以需
要电话联系，而且垂梯可以双向使用。关注小区绿化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日前，本报热线 23602777 接到多
位读者反映，小区树木滋生虫害，给居
民生活带来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及时
治理。
“我们小区位于红桥区纪念馆路，

小区对面是一片空地，四周有施工围
挡，里面的树木滋生大量虫子，天气一
热就往屋里钻。”秋水苑居民程女士介
绍，之前也向相关部门多次反映，但是
虫害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记者在现场看到，秋水苑位于纪念
馆路北侧，马路对面是一片空地，长约
500 米，宽约 400 米，四周立有施工围
挡。从远处望去，围挡内的树木生长茂
盛。“窗户上的虫子就是从对面的树上
飞过来的。”程女士告诉记者。

6月16日，记者联系了红桥区城管
委园林绿化管理科，该科室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该地块发生病虫害问题已经转
到养护作业单位，6月15日工作人员已
经隔着施工围挡使用高压喷枪做了初
步处理，但是该地块面积大，喷枪作业
受限，养护单位正在调集大型喷雾车辆

进场作业。经过初步鉴定，发生虫害的是
榆树，虫子学名叫榆绿叶甲，成虫及幼虫
均取食榆树叶片。

据了解，目前榆绿叶甲成虫陆续羽
化，大量羽化的成虫可以从榆树飞到周边
的居民家中，成虫产卵后，七天左右幼虫
就能孵化，因此要及时消杀。作业单位通
过喷洒1.2%烟参碱乳油或者1%苦参碱液
剂1000倍液进行灭杀。

此外，家住津南区红磡领世郡的业
主潘先生表示，他的房子离领世路很
近，在靠近钟楼的位置，有棵杨树，因为
病虫害，部分树枝枯萎。道路两侧的树
木也发现大量的尺蛾，未得到及时治
理。记者从城管部门了解到，近期尺蛾
二代幼虫已经开始孵化，作业单位将喷
药防治，及时消杀。

红桥区虹都名苑的业主赵女士反映，
去年小区的绿化树木出现大量美国白蛾，
导致多棵树木死亡，今年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提前做好预防，避免虫害再次发生。记
者从城管部门获悉，目前，美国白蛾已经进
入第一代幼虫危害期，此阶段以药剂防治
为主，6月底，作业单位将在全市范围内释
放白蛾周氏啮小蜂，对其进行生物防治。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市民尚
女士电话，“我想感谢一下车管所津东分所
的同志们，在我突发疾病时，他们伸出援
手，助我快速就医、摆脱危险。”

6月20日上午，市民尚女士赶到天津
市车管所津东分所，向该所民警蒋晨、辅警
李荣等工作人员送来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在车管所大厅，尚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天，
我来所里办业务，填表时四肢突然失去知
觉，身体无法动弹，本想喊人帮我一把，但
当时却无法张嘴呼救。”在窗口内办公的民
警蒋晨率先察觉尚女士状况不对，拉着同
事李荣跑出办公区。“她当时面色苍白，双
眼紧闭，满脸汗水。我俩赶紧将她扶正躺
平，并做了相应救助措施，发现不见好转。
当机立断，启动所里的紧急预案，由李荣上
报领导，我负责联系司机。”蒋晨一边为尚
女士擦拭额头上的汗水，一边快速安排送
医车辆。在分所其他人员帮助下，将尚女
士搀扶上车并送到距离最近的东丽医院，
全部送医救治过程仅用时6分钟。
“病人来时情况不太好，为脑出血症

状，幸亏送来及时，经过处理基本不会留下
后遗症。”为尚女士治疗的医生表示，由于
送医诊断及时、救治措施前置，患者得以脱
离危险，生命体征稳定。

采访中，津东分所负责人告诉记者，近
年来，分所在处理这类紧急情况已有相应
预案。“作为服务窗口，会遇到办理业务的
市民突发各种状况，因此工作人员都会在
危难中伸出援手。所里制定了一套应急方
案，以最快速度解决突发情况。”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河东区鲁山道街皓林园7号楼
多位业主向本报热线 23602777 反映，在
未经楼内业主同意的情况下，一楼民宅
内开设了一家菜鸟驿站，带来不少扰民
问题和安全隐患。“我们多次反映，有关
部门也多次治理过，但没什么效果，问题
依旧存在。”

业主王女士介绍，7号楼是33层到顶
的高层，没有底商。菜鸟驿站在一楼的民
宅内开张后，居民取快递方便了，但也带
来不少问题。首先楼道门本来有门禁系
统，但为了方便取快递，大门一直敞开着，
本楼业主感觉不安全；另外，楼内两部电
梯，经常被取快递的人占用在一楼和地下
车库之间，导致本楼业主等不来电梯；第

三个问题是菜鸟驿站把快递堆在楼道内，
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王女士说，具有经营性质的菜鸟驿站
根本不该设在居民楼内，周边小区也有菜
鸟驿站，基本都是开在底商内。楼内业主
曾经找到过菜鸟驿站经营者，可对方强调
自己证照齐全。“菜鸟驿站能开在居民楼
里吗？是不是应事先征得楼内业主们的
同意。现在我们的诉求就是关闭菜鸟驿
站，彻底解决问题。”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河东区政府，属地
鲁山道街立即调查处理，于6月14日将该
菜鸟驿站永久关停。工作人员介绍，从今
年3月以来，该街陆续接到皓林园7号楼
业主集中要求关停菜鸟驿站的诉求。此
菜鸟驿站开办者为天津驿众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其已向天津市邮政管理局第一分

局备案。对业主们反映菜鸟驿站带来的问
题，街道启动“吹哨报到”工作机制，联合市
邮政一分局、河东区城管委、属地派出所和
该菜鸟驿站上级加盟公司负责人四次对菜
鸟驿站进行检查，约谈驿站负责人。6月14
日傍晚，街道联合邮政一分局将该网点永久
关停。接下来，街道和社区将监督菜鸟驿站
将余件处理完毕，确保小区居民这段时间正
常收取快递。
菜鸟驿站究竟能不能开在居民楼

内？河东区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经过调
查，菜鸟驿站属于快递末端网点，关于快
递末端网点备案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对其
营业场所的房屋属性及产权证明作出明
确规定和要求。但是一些法律界人士却
认为，《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业主将住宅
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外，还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
业主一致同意。此菜鸟驿站开办前，应当
出示相关告知书，经楼内业主们签字确认
后才能经营。

■ 本报记者 赵煜 实习生 魏剑锋

近日，市民曹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他到陈官屯镇探亲，需要在
静海客运站乘坐552路到东钓台村，但却
找不到站牌，在静海客运站里等了约半个
小时才被告知，需要到车站外等候，来车
就上，没有站牌。“公交线路竟然没有设立
站牌，实在让人费解。”

记者调查发现，市民反映的 552 路
“客运站站点”候车位置设在客运站门口

的马路边，的确没有公交站牌，而且沿途
站点基本上默认在各村村口，同样没有
设置站牌。在客运站北面桥边等车的长
屯村居民纪大娘介绍，除了552路之外，
还有167路在长屯村的站点，位于村中的
一个十字路口附近，也没有站牌，而且这
路公交车在网上查都查不到。“不清楚情
况的外乡人坐公交车，挺费劲的。”据了
解，类似情况在静海区乡村公交的运营
中比较普遍，熟门熟路的居民往往知道
候车地点，但不了解情况的乘客感觉很

困扰。
静海区交通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回

复称，公交552路发车点位为静海火车站，途
经静青线，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与公安交管
部门联合勘察，途经道路为县级路，受无非机
动车道以及道路两侧装有波形护栏影响，设
置公交站牌存在安全隐患。所以静海火车站
至刘下道村中途约30个村庄未设立站牌，车
辆在村口安全地带停车上下乘客。167路为
农村客运班线静海镇至梁官屯村线路，性质
为点对点运营，中途不设立站点，但为方便群
众出行，也是在村口停靠。下一步将按照区
政府的工作要求，加快推进公交化运营模式，
不断完善站点建设，不断提升出行质量，方便
群众出行。

静海部分公交站点没有站牌

南开区广开四马路靠

近长江道口西侧人行道上，

一面展牌从护栏上脱落。

本报记者 韩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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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泰兴南路金湾花园

一侧人行道上，废置螺钉凸起

路面,给过往市民带来不便。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南开区卫安西里小区

旁边的行人便道台阶破损

严重。 本报记者 黄萱

河西区浯水道与学苑路交

口附近，电信接线箱破损。

本报记者 刘连松

■ 本报记者 赵煜

实习生 魏剑锋 文并摄

市 民 刘 先 生 近 日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和平区天赐园6号楼旁的

空地上，堆放了不少修剪下来的树枝，一个
多月了，存在隐患。

6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天赐园小区，这
些修剪下来的树枝堆放在空地上，长约十
米，半人多高，大都已经干枯。

在走访中，有居民反映，这些树枝都
是小区修剪树木产生的，已经堆放了一
个多月了。“你看这些树枝放在这里，这
么长时间不清理，很影响小区的环境卫
生。”这名居民说，最近气温很高，这些树
枝剪下来没几天就成了干柴，堆在绿化
带里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小区物
业能尽快清理。

记者来到负责天赐园小区物业，工
作人员称，一个月前，物业就开始对该小
区的树木进行修剪，因为每天清运不方
便，便将剪下的树枝临时堆放在路边绿
化带，准备一起清走。后来听说有一种
树木粉碎机，既能免去清运困扰，又环
保，就在网上订购一台，但受疫情影响，
一直未能到货。前两天到货后，刚使用，
就接到业主投诉，称孩子面临考试，需要
安静的环境，等考试完成，会尽快处理。
并表示会安排人员对这些干枯的树枝进
行喷水，杜绝隐患发生。

小区树枝堆积 存在消防隐患

物业将对树枝粉碎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