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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流通环节监管兴建智能充换电设施

多方合力消除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
汛期涉雨诉求量上升

津南区凤锦庭苑雨中大救援

大件垃圾处理：破解“最初一公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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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连松

实习生 温盈晖 文并摄

近期，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的安全问题
频发，本版连续两期刊发相关报道，曝光不
法商家私自拆改电动自行车电池，导致消费
者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极大火灾隐患。内容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相关专家表示，消除电
动自行车火灾隐患，既要从源头规范生产，
严查私自改装等违规行为，也要重视末端管
理，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筑牢“防火墙”。

杜绝拼装电池等违法行为

对于市场中存在的销售不合格电动自
行车等违法行为，市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
加大对电动自行车批发市场、销售门店等
流通环节的监管，规范网上销售电动自行
车及配件的商户。一是督促经销商落实产
品质量主体责任，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制度，
建立进货销货台账。二是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严厉打击超期、超范围使用认证证书和
标志，销售不合格、假冒伪劣和无厂名、厂
址电动自行车及配件的违法行为。三是加
大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宣传力度，针
对经销商易出质量问题的环节展开专题培
训和行政约谈，提前消除销售环节存在的
质量隐患。
针对媒体报道电动自行车火灾频发的

现象，中国自行车协会日前发出警示提醒，
要求相关生产企业，严格遵守国家标准进
行生产经营，加强对经销商及其他销售渠

道的管控和约束，杜绝拼装电池和改装车
辆等违法行为；要求各地区加强对消费者
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教育和风险提示，
不使用改装电池、不混用充电器、不在室内
充电和飞线充电等；建议相关部门加强集

中充换电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并确保设施
完好无损和使用安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
缺陷产品的调查力度，督促企业履行召回
义务；加强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管
理，严肃查处无证生产、降低标准生产等行
为，严把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关。

充电棚破解百姓充电难

“最近，楼下新建了一间智能充电小
屋，专门给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很方
便。”家住西青区江湾广场的陈女士告诉记
者，之前小区没有专门的电动自行车棚，电
动自行车也不能推进楼道或者屋内，每次
给车充电都很麻烦，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现在小区里有了智能充电小屋，这些问题
一下子就解决了。工作人员告诉她，小屋
内的智能充电系统，会根据电池型号、新旧
程度，自动调整充电电压、电流，充电完成
会自动断电，方便又安全。

去年9月11日开始实施的《天津市消
防条例》规定，政府应当推动新建、改建、扩
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以及充换电设
施。禁止在公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
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该条例实施以
来，我市多个区已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
场所建设纳入区民心工程，分批建设电动
自行车充电棚。此外，我市出台的《天津市
老旧房屋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和城市更新实
施方案》也提到，将在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
作中，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这些利
好政策将进一步满足群众对电动自行车棚

的需求，降低充电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换电设施受骑手青睐

据统计，我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160
万辆，其中包括3万多辆外卖骑手、快递小哥
的电动自行车。这些人使用的电池容量偏
大，电压偏高，是私自改装的重灾区，火灾隐
患尤为严重。记者调查发现，在严格落实消
防条例，防范消除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的政
策背景下，室外共享换电模式正在受到外卖
骑手和快递小哥的青睐，换电模式或许是解
决骑手充电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
“这种全新的换电模式取代了传统充电

电池，我再也不用跑回外卖驻点充电了。”外
卖骑手小宋告诉记者，他原来用的是改装版
电池，一块60V65Ah的锂电池就要3000多
元，虽然充一次可以跑160公里，但是每天充
电都提心吊胆的，生怕出事。而这种换电模
式，虽然电池容量稍小，但是可以随时换电
池，现场换电仅需15秒，没有了里程焦虑，大
大节省购车成本。

铁塔能源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负责人
介绍，铁塔公司自2019年开始，规划并推出
了电动自行车换电服务，通过室外共享换电
模式避免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电池进
屋”“飞线充电”等充电火灾隐患。目前天津
已建成智能换电柜700余个，基本实现了每
1公里即有一个换电站，服务用户达1.3万余
人，日活跃换电用户超过1万人，单日换电
超过3万次。预计2022年底将建成换电柜
超1000个。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本报连续对大件垃圾如何处理进行
报道引起关注。采访了解到，虽然大件
垃圾处理生产线的置办安装需要不小的
成本，但根本问题还在于大件垃圾处理
的“前置程序”，即集中运输和暂时存放，
属于“最初一公里”。

困扰大件垃圾清运的难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运输成本和暂存
点是困扰大件垃圾集中化处理的难点。
东丽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有意提请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同意其承接相邻区
的大件垃圾处理任务，但平均每件80元
的处理成本，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而
且这一价格还仅限于东丽区本区内基
础价。

首先是多出来的运输成本，区外拉
运大件垃圾，势必增加运输成本。而且
东丽区大件垃圾全部是由街道垃圾清运
队负责前期收运，并在固定存放点暂存，
处理中心只负责把大件垃圾从暂存点运
回即可。也就是说，该中心可以根据各
暂时存放点的产能零活安排人力和车次
以降低成本。而其他区的大件垃圾，谁
来收运，哪里又是暂存点？
某市区垃圾清运中心的一位工作人

员说，“东丽区是新城区，有空间，所以街
道环卫队可以负责拉运大件垃圾。老城
区空间紧张，即便工人收回来床垫、旧家
具等，也没地方存放。”

老城区大件垃圾处理难题怎么破

东丽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在
介绍区大件物品处理中心时说，该区在
城市化建设进程中，村民搬到新市镇楼
房时，原来的老家具、旧床垫、旧沙发不
要了，扔了。村民集中搬迁那段时间，大
件垃圾集中出现。区政府通过公开招投
标上马了这个大件物品处理中心。现
在，随着新市镇建设接近尾声，大件垃圾
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大件物品处理中心
“吃不饱”的原因之一。

而在成熟的区域，大件垃圾主要来源
于出租户和二手房买卖，“换一个租户换一
张床”“成交一套二手房，产生一堆大件垃
圾”是物业面临的尴尬：居民有需求，不让
扔不行；社区有难处，堆几件家具，过几天
此处就成为垃圾堆；清运有问题，车太小拉
不动，即便拉走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搭建大件垃圾处理网络 未来可期

陕西省西安市有一条经验，建立大件
垃圾预约回收处理网络，居民有需求，先联
系社区，投放到指定地点，再由街道统一收
集，最后由大件垃圾拆解中心处理。

虽然老城区设置大件垃圾投放点比较

困难，但如果有一个高效的处理网络，明确投
放时间，尽量多地实现点对点运输，缩短中间
环节，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有业内人士认为大件垃圾应收费处

理，也有人认为消毒捐也是一条出路，如何
走出一条适合我市发展和群众需要的大件
垃圾处理之路，是一个课题。

■本报记者 韩爱青 黄萱

受到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
准（2022年版）》政策推动，儿童版真煮
厨具悄然走红市场，但家长却对其颇有
微词，烹饪时会散发出异味、容易烫伤孩
子等问题频出。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儿
童真煮厨具产品执行的是玩具国标，使
用安全性无法保障。
记者走访了我市一些玩具店，发现

有不少商家在出售儿童真煮厨具，包括
电磁炉、锅铲在内的一整套产品价格在
150元左右。但产品从表面看做工粗
糙，与真正的家用厨具在质量上有明显
区别。记者询问店主，“用这个做完的
饭菜能吃吗？”店主的回答有些模棱两
可，“应该可以。不过这毕竟是玩具，玩
玩就好。”
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真煮厨具”，

弹出近3000件商品，款式多样、色彩明
艳，包含有电磁炉、电饭煲、平底锅、奶

锅、铲子、菜板、小刀等，买家可根据喜好选
择不同的套餐搭配，价格从几十元到近千
元不等。
一家销量排名靠前的儿童真煮厨具产

品页面，商家以“真实版可做饭的厨具”为
促销语，但玩具类型却归到“其他过家家玩
具”类，店家提供的执行标准也是儿童玩具
类的国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没

有针对“儿童厨具”的统一标准。在我国
玩具安全的国家标准中，明确了电炉这
一类的功能性教育产品仅用于在成人监
督下，专门为教学目的使用，并不是玩
具。细心的家长发现，商家只是打了个
擦边球，用“真煮”来吸引家长和儿童的
眼球，而忽略了其“玩具”抑或“厨具”的
身份本身。
记者翻看买家评价，“电磁炉加热的味

道太难闻了，一股塑料味儿”“买了一个小
时孩子就烫伤了，到现在还没好，闲置了”
等充斥页面。可见使用体验并不太美好。

市民杨女士想教女儿做饭，可成人厨具
对儿童来说尺寸不合适，就在电商平台上花
近两百元买了一套儿童真煮厨具，“我买的电
磁炉、锅具尺寸特别适合上小学三年级的女
儿使用，但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真的烹饪，锅
把儿没有隔热层，孩子很容易烫伤。即便真
的用这些东西做熟了饭，我也不敢让她吃，怕
厨具不是食品级。”
关于儿童真煮厨具，天津师范大学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张立平认为，适当的儿童厨具
玩具对于孩子认识厨具、了解基本的做饭流
程和掌握烹饪技术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
是，真正用于教孩子做饭，家长就要选择技术
合格、原材料环保、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不会产
生有毒有害物质或气体的厨具。而且，劳动
的意义在于劳动本身，家长不应该为劳动做
太多物质上的准备与付出，家长有效陪护与
指导，用家里现有的厨具，完全可以完成学习
做饭的任务。不应该为了学习一项技能而添
置一堆工具，甚至还为这些工具（厨具）加上
一个前缀——儿童！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文并摄

“垃圾杂物越堆越多，都一个月了，
一直没人清理，不知道为嘛？这进入伏
天了，太影响环境了！”近日居住在河东
区新阔路华庆里的多位居民拨打本报热

线23602777，反映小区出入口处绿地堆积
大量垃圾杂物影响环境的情况。
17日中午，记者来到华庆里小区，在

小区入口右侧绿地上，有一条将近六七米
长、一人多高的垃圾带，里面充斥着大块
的装修垃圾、破旧不堪的沙发、损坏严重

的桌椅和床垫等，还散发着刺鼻的气
味。该小区居民高先生告诉记者，从6
月15日左右就有一些垃圾杂物零星地
堆放在绿地上，随着时间推移，堆放的
垃圾越来越多，其间也向社区居委会反
映过，但没见效果。高先生给记者看了
他在6月20日拍摄的照片，垃圾量确实
比现在要小。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华
腾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此处
经常有市民堆放各类垃圾杂物，此前街
道办事处也清理过几次，但没多久又堆
满了各种垃圾。他们也将情况反映给
春华里街道办事处，这次为何迟迟没有
清理，他们也不清楚。“前些时候，因疫
情封闭管理需要，这个出入口被关闭
了，垃圾杂物堆放情况一度没有了，近
期出入口开了，垃圾堆放问题又来了。”
一位居民告诉记者。
记者就此联系了小区所属春华街道

办事处，该街道表示将尽快处理。
昨天，记者接到春华街的反馈，由于

堆放地点在小区外的公共场所，而所堆
放的杂物又以居民生活杂物和建筑垃圾
为主，因此春华街和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展开联合清理行动，对该点位的杂物进
行了清运。同时，由春华街街道组织华
腾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周边小区
居民发起倡议，引导大家规范倾倒家中
的大件杂物和建筑垃圾。

■本报记者 高立红

蓟州区下营镇西大峪村村民刘先生反
映，其村内主路一直得不到修缮，这个问题
希望引起重视。

刘先生介绍，西大峪村内唯一的一条
主路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的道路，早
在2016年相关部门就把修路征地补偿款
发给村民了，当年说修没修，后来一拖再
拖，至今都没有修。村民多方反映，得到的
消息却是，这条路从最初的11.5米宽已经
缩到4米，但还是没有施工。
记者就此联系下营镇政府。付英镇长

介绍，村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这条路是
连接马营公路和北京平谷区的区级公路，
由区交通局负责修。由于资金等原因，最
初设想的宽度可能达不到了，目前敲定的
是4米宽的路面，再加上两侧人行道，一共
6米宽。镇政府之前接到村民反映，也十
分重视这条路的建设情况，经过与区交通
局几次沟通，目前已经敲定了开工细节，即
将动工修缮，预计今年完工。

■本报记者 赵煜 实习生 魏剑锋

市民王女士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只要一下雨，南
开区金庄花园小区门口就有很深的积水，排水非常困难，而且积水
中还夹杂着油污，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治理。

7月14日，记者来到现场，发现在金庄花园小区门口的地面坑
洼处，仍存在有多个混杂着油污的积水点位，尤其靠近井盖的地方
油污痕迹明显，且异味很大，从周围路过就能闻到。市民王女士认
为，小区与旁边的鹏天阁酒店共用一套排水系统，居民们判断是油
污堆积，导致每逢下雨小区门口都会出现大量积水。

记者来到鹏天阁酒楼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说酒楼的经营场
所是向西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租赁的，这栋建筑建成年代较
早，酒店和小区共用一套排水系统。酒楼每天都会联系专门
的保洁公司进行清掏，所以油污并不是导致排水不畅的主要
原因，而是受降水的影响比较大，往往都是在大雨过后，积水
问题会比较突出。
记者又联系到了这栋建筑的建设单位西清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已了解到这一情况，并到现场考察，初步
分析是现场地势低洼，加之与市政排水管网对接存在问题导致积
水。因建设年代比较久远，正在查找地下管网的设计图纸，确定
管道建设情况，排查具体原因。

属地南开区体育中心街的工作人员表示，加强与开发单位
的联系，持续跟进施工方案等细节，力求解决积水困扰居民出行
的问题。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自我市入汛以来，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接到涉
雨相关诉求9000余件，反映房屋漏雨、小区积水、雨水倒灌方面
的情况较多。面对预警频发、天气多变，12345热线联动有关单
位与暴雨赛跑，为城市布防，从快、从速处置群众来电问题。记
者深入采访，看一线如何应对雨情。
7月2日一早，12345热线接到津南区八里台镇碧桂园凤锦

庭苑小区居民反映，小区院内以及周边道路上积水过深，居民被
困家中，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排水。12345热线第一时间派单至
津南区政府，属地八里台镇和碧桂园第一社区居委会迅速行
动。小区内外上演暖心救援。
小区内积水深度接近成年人膝盖，社区居委会从八里台镇

调来7台排水泵，加上小区原有设备，十几台排水泵同时工作。
市政星城公司工作人员在小区四周围墙开凿孔洞，从院内连接
水带，再依靠泵向院外排水。
小区外，不少业主的车辆被泡在水中，无法启动，三位家有

皮卡车的居民下楼参与救援，将业主们的车一辆一辆拖到安全
地带。此时，两辆120救护车停靠在小区大门口，原来是拉着病
人的第一辆车水中“趴窝”，第二辆急救车被派来转运病人。正
在各处忙着排水的志愿者们放下手里的工作，纷纷聚拢过来，帮
助医护人员在积水中将病人安全地转移到急救车上。
碧桂园第一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扬说，排水工作一直进行

到7月3日，“7月初的这场降雨，我市最大降水量为145.1毫米，
处于津南区农业园区。而碧桂园离此地只有1.5公里，而且属于
低洼地区，所以才造成这次大面积深度积水。”

金庄花园门口的积水咋办？

儿童真煮厨具只是玩具 安全性无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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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在更换电动自行车电源。

西大峪村津西路即将开工

绿地上“清不完”的废旧桌椅床垫

河西区棠海

路同一个路名牌

正反两面方向

相反。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小敏家》第4、5
集 王素敏终于要跟陈卓
见面了，陈卓对此有些紧
张。小捷派钱峰来跟陈卓
一起买礼物，两人精挑细
选，不知哪个才能合老太
太的心意。席间，王素敏
对小敏和陈卓的关系基本
认可，但要求别急着往前
“进一步”，毕竟两人都有
“过去”，关系也微妙……

天津卫视19:30

■《亲爱的小孩》第
19、20集 中介带人看房，
老谢突然后悔，不想卖房
了。肖路第一次到医院陪
禾禾过夜，既开心又紧
张。谢天华趁机拉着一诺
去打球，两人仿佛回到了
刚开始交往的时光……

天视2套18:15

■《家有一老》第6、7
集 因为恨小姑逼走了妈
妈和姥爷，妮妮把户口本
藏了起来。余立秋要王妮
妮给小姑道歉，王妮妮不
肯，余立秋打了王妮妮，受
到丈夫王建平的责备。当
晚余立秋与王建平再次因
为此前的 10 万元争吵。
两人感情亮起了红灯……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李女
士为母亲在网络平台上申
请了一项服务：每月缴纳
一点儿钱，就可以在疾病
发生时，得到一笔费用。
可她没料到的是，母亲得
了大病，向平台申请支付
费用的时候。却蛮不是那
么回事儿了。李女士气不
过，来到了法庭，要跟对方
说道说道。

天视6套18: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邀请到著名歌手眉佳，
一把二胡，一头秀发，标志
性的古典韵味美女，才貌
双全、风格鲜明使她成为
乐坛别具一格的歌手。如
今的眉佳生活幸福，此次
携爱女前来，聊带娃、谈生
活、忆往昔。

天津卫视21:20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小敏家
（4、5）

21:20 你看谁来了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亲爱的
小孩（19、20）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岁月如
金（1、2）

19:00 剧场：刀尖上
的搏杀(32—35)

22:00剧场:穿越火线
(36、37)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家有一
老（6、7）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精编
20:10 大医说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30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夏日连连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