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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不去固定市场找活儿？
——东丽区四合庄五号桥零工市场调查

同城快递寄送文件您想到保密了吗

鱼死坑臭 附近村庄受影响

看电影买到按摩靠背票

影院“搭售服务”让人不舒服
■ 本报记者 赵煜文并摄影

呼声·随手拍

公共充电桩被占用
有了破解之道

■ 本报记者 高立红文并摄影

近日，市民李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北辰区汾河南道上700多
米的一段路设置了20多处减速带，车辆经
过颠簸异常，像在游乐场。

李先生介绍，汾河南道这一段路直通
铁东北路，是周边居民外出一条比较重要
的道路。“机动车经过一路颠簸，骑电动车
和自行车经过也一样，颠来颠去容易出事
故。现在已经有人私自在减速带两边铲
出豁口，但也只是能稍微方便非机动车通
行。”李先生认为，即使为了控制车速安装
减速带，也不能安装这么多，关键是根本
解决不了交通安全的问题，还可能造成其
他伤害。

李先生所反映的这段道路位于新
能源汽车产业园内，产业园入口处设置
了限高架，驶入后记者就看到了减速

带，每隔三四十米就有一处，一直延伸
到铁东北路。记者仔细数了一下，共有
22 处。一位经常从此处经过的驾驶员
刘先生告诉记者，减速带过多，车辆突
然降速，后方车辆如果不清楚路况，极
易追尾，对车辆本身也有损害。另外，
驾驶非机动车的人控制不好速度，也容
易摔伤。

一条700多米的道路设置22处减速
带，设置者的初衷是什么？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的管理单位是北辰区天穆镇勤
俭村，记者联系到该村负责人，他介绍
说这段路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汾河南道
的一段，而是北方汽贸园工业区内的一
条路，由该村投资修建并维护。以前，
园区在汾河南道的出入口是封闭的，后
来门打开后车辆可以从汾河南道进入
园区后直接到达铁东北路。但如此做
带来了一些问题，园区内车辆增多，甚

至还有一些大货车从此经过。道路开通
后园区内发生过好几起交通事故。出于
安全考虑，村委会决定在园区门口加装限
高架，在道路上设置减速带，是想控制进
入的车辆速度。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公安北辰分局交
警支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交警实地调
研核查，这段路不属于市政道路，而是属
地勤俭村投资修建的内部道路。减速带
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司机和行人的安
全出行。但是这种减速设施的使用范围
被任意扩大的设置方式，不仅影响道路通
行效率，损害车辆，遇有雨雪天气存在一
定的交通安全隐患，车辆通行过程中还会
产生噪音扰民现象。对于这条路减速带
过多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及扰民问题，交
警已告知了属地天穆镇政府，建议相关
村、部门尽快进行整改完善。目前相关沟
通工作正在进行中。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静海区团泊西一鱼坑内所有鱼全部死亡，腐鱼的臭味方圆
几里可闻，附近的院士村、健康产业园都被殃及。

9月14日中午，记者赶到现场。鱼坑在院士村大门对面的
健康大道边，大约几十亩，形状不规则。沿着长满苍耳等杂草的
岸边走了一圈，发现岸边有三堆成片的死鱼，已腐败得大都只剩
鱼头鱼骨。阳光下，苍蝇乱飞，散发着恶臭。散落四周的死鱼
中，有鲢鱼、鲫鱼、鲤鱼等。西北方向一侧的水面上全是已经高
度腐败的死鱼，水面上甚至开始出现蛆虫。

反映人毛女士说，她家住在附近，一刮风就能闻到臭味，而且
味道越来越浓，“听村民说，这坑鱼已经死了几个月了，怎么没人
管呢！臭味臭鱼污染环境和水资源，这一带还是健康产业园”。

记者现场联系，华康街道办事处和杨成庄乡的工作人员都
来了。经确认，该鱼坑属于杨成庄乡地界。工作人员说，这个坑
是管铺头村的地方，几年前一位村民自发在这里养鱼，今年发生
死鱼事故后，一开始还捞过，后来打捞不过来，就成这样了。

环境治理不容耽误。温红玲副乡长当场表示，乡政府将与
村委会一起打捞，并将水里岸边的死鱼全部无害化处理，还将请
区农委水产养殖部门指导净化水体，尽快修复环境。

新修吉盛路渗水 破路施工

小区空地全是车 亟待解决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本报曾经报道过一些公共充电桩被占
用的情况，新能源车车主为了省充电费，先
把充电位占上，等到便宜时段再充电，可急
需充电的车主却迟迟无法充电。最近，电
力部门在探索解决之道，有了初步设想。

家住武清区下朱庄街龙湾城的居民刘
女士说，每天都在为充电发愁。家附近的
公共充电桩总被占用，“很多车主下班后就
将车停在充电位上，23时以后再下楼充
电，直到第二天一早上班才开走。”刘女士
希望电力部门能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处共有12个充电
桩，20时左右，12个充电位全满，只有一半
的车辆在充电，另外一半的车辆只是停车
占位，并未充电。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武清供电分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不仅是龙湾城附近这一处
公共充电桩，目前武清区内其他地方的公
共充电桩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的车主停
车占位，等电价便宜时段再充电；有的充完
电不离开，将充电位当成免费停车位。针
对这个问题，公司已经有了解决之道，首先
委托充电设施运维单位制作引导充电车辆
即充即走的指引牌，张贴在充电点处，目前
取得了一定效果。他们还计划在充电桩位
置前加装道闸或地锁，通过收取停车费治
理车辆超时占用的问题，“绝大多数新能源
车都能在两到三个小时内完成充电，安装
道闸后，车辆进入前两三个小时免费，超时
则收取停车费，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充电
位被占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这个需要
征得属地街道等管理部门的同意后才能实
施，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东丽区新立街四合庄五号桥附近的
马路边，每天聚集几百名等活儿的人，而
附近一正规劳动力市场，建成两年却没人
进去找工作，为什么？近日，记者进行了
一番调查采访。

现场：外边人满为患，市场里没人进

9月 9日上午10点，早高峰已过。京
滨线四合庄公交站附近、西河五号桥，随
处可见等活儿的人。外卖包装、烟头等各
种垃圾丢得到处可见，西河西岸一片绿
地，成了露天公厕，臭气熏天……

9 月 13 日早 6 点多，记者再次来到
现场。京滨线北侧，几百名找活儿的
人站在路边，有些人手里还拿着干活
儿的工具。而找人干活儿的汽车一辆
接一辆开过来，随意停在路边，一会儿
就停了十几辆，随后再来的汽车停在
了外层，逼得公交车无法进站，直接就
停在路中间。

京滨线南，四合庄中学紧挨着这个
“市场”，早七点多，因为学生陆续到校，
此处秩序更加混乱，鸣笛声、叫喊声混成
一片。

四合庄中学往东，隔一家企业，就是
那家正规劳动力市场。记者两次去，那里
都是空空如也，没有一个人去那里等活
儿，更没有人去那边招工。

调查：里空外满，原因出在哪儿

正规市场冷冷清清，占路市场人山人
海。原因出在哪儿？

了解得知，这里的零工市场，提供的
大都是些零碎的体力活儿，如保洁、装卸、
搬运以及电、木、焊等简单的技术活儿，工
钱一天一结。来此找活儿的大都租住在
附近，找到活儿就干，干完了再回来等新
活儿。而找人干活儿的也是如此，开车带
走干活儿的人，完工送回原地。随意性是
这个零工市场难清理的主要原因。

京滨线南北、西河西侧，有很多公寓
房，虽然条件一般，但租金一个月300至600
元，是务工者能够接受的价格。他们中的

不少人，就租住在京滨线路边的公寓里，步
行三两分钟就能到路边等活儿。一位大姐
说，如果去那边的正规市场，“太远了，要走
10分钟。我们都住在这边，扭头就可以回
趟出租屋，忘点嘛回去拿，都不耽误。”

路边市场距离正规市场大约几百米，
记者走了一趟，的确需要10分钟左右。

调查发现，来这里雇人的大都是这
个市场的务工人员，常年在此找活儿，久
而久之“成长”为包工的或带工的，在外
面包工程就来这里找人干，有时候包不
到活儿，也到这里等。几十年形成的习
惯让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这里找的是
活儿，而不是工作。活儿很自由，乐意干
就走，不乐意干再等，而工作会有很多规

矩和限制。去正规市场是去找工作，不是
他们的需要。

路边一位姓王的山东人告诉记者，他们
不愿意去正规市场还有一个原因，“那个市场
位置隐蔽，不如这边‘明’，真有好雇主来了找
不到我们怎么办！”

记者在现场看到，京滨路边正规零工市
场的牌子的确很小，在行道树的遮挡下，识别
度不高。加之那边沿京滨线南侧有一段墙，
正好把那个正规市场挡在里面，如果没有明
确的标识指引，不熟悉这个市场的人，确实很
难找到。

破题：怎么把人引到正规市场

四合庄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白森
元告诉记者，劳动力市场是四合庄应上
级要求建的，对于在路边等活儿人的需
求，他们也曾了解了一些，准备进一步改
造市场的环境和配套设施，拓宽门前道
路并铺平修好，而且会招聘懂经营的人
来现场服务。

市民郭先生支招说，应该疏堵结合，一方
面大力宣传正规市场，多搞活动，想办法把人
吸引过去，一方面对路边的违规市场加大执
法力度。新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认为，针
对五号桥零工市场的具体情况，如何落实，需
要深入调查后拿出完整的方案。新立街准备
开吹哨会，请各部门一起研究，拿出有效的招
法来，在保证务工人员顺利找活儿的前提下，
启用新市场，整顿道路交通和环境。

本报将持续关注。

市 民 王 女 士 近 日 向 本 报 热 线
23602777反映，中秋假期，夫妻俩一起到
SM天津滨海城市广场内的自由人影城看
电影，进入影厅却发现，座椅上装有按摩
靠背，启动需交费，不启动硌脖子，“坐在
这样的座位上看了两个小时电影，凸起的
按摩触头，让我的颈椎病都要犯了。”

王女士告诉记者，9月10日，夫妻二人
在自由人影城看电影。进入影厅时，距离
开场已不到5分钟，找到位置却发现座椅
上放着一个按摩靠背。本来感觉挺新鲜
的，可电影看了不到20分钟，王女士就感
觉脖子被按摩触头顶得很不舒服。将身
子向左侧倾斜，歪着脑袋看电影，这个姿
势没保持一会儿，颈椎又开始酸疼，王女
士在观影期间只能不停地左右摇晃更换
姿势。无奈之下，她想让丈夫帮忙看能否
将按摩靠背拆下，折腾了半天也没拆下
来。“我想不行就按摩一下，可扫完二维码

却发现价格让人没法接受。按摩5分钟，
原价5元打折后3.99元，60分钟限时特惠
23元，看场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还要多花
将近50元。”王女士找到影厅工作人员说
明情况，影厅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影院方
面与按摩靠背商家的合作，对于王女士坐
着不舒服的问题会向上反馈。
“看电影时强行安个按摩靠背，是不是

涉嫌变相引导顾客进行二次消费呢？”随
即，记者在多个购票平台点击购买自由人
影城的电影票，并没有在选座页面上看到
有关按摩靠背的提示信息。现场取票时，
没人告知座椅上有按摩靠背，从前台到等
候区，也没有看到关于按摩靠背的提示。

记者在自由人影城10号厅看到，影厅中
间的五排座椅上，安装了按摩靠背的座位数
达到30个，按摩靠背的头部位置印有“扫码
按摩仅需3.99元”字样。由于靠背本身有一
定厚度，椅背倾斜度略小于普通座位，再加
上颈部还有凸起的按摩触头，如果在不使用
的情况下，舒适度确实不如普通座椅。该影

院装有按摩靠背的影厅不止一个，记者拨打按
摩靠背上的服务热线，工作人员称已经与十来
家影院合作，大多选择影厅的黄金座位安放按
摩靠背，使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记者联系了自由人影城，关于影厅安装
按摩靠背一事，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存在一段
时间了，但接受采访需要向上级领导汇报后
回复。对于观众使用按摩靠背不舒服的问
题，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观众对于按摩靠背
有意见，可以到影院沟通解决。

截至发稿时，记者并没有收到影城方面
回复。

小区大门正对着一条路，路面一直往外渗水，不知道是不是
有管道漏水。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读者电话，反映津
南区吉盛路路面渗水，希望责任单位及时维修。
“小区门前的道路叫吉盛路，前不久小区门前的机动车道上

出现许多裂缝，缝隙里不断地往外渗水。”家住津南区柳景家园
的业主陈先生介绍，这条马路是新修的，双向六车道，路面平
坦。出现渗水的地方在机动车道上，因为车辆碾轧，路面裂缝增
多，有进一步破损的迹象。如果被水流冲出悬空的大洞，路面就
有坍塌的危险，对过往车辆和行人都是安全隐患。

记者联系相关部门，经过排查发现，渗水的管道是天津中水
有限公司的中水管道。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此之
前也已经接到群众反映，并到达现场抢修。检查发现沿吉盛路
铺设的中水管道出现渗漏，经过紧急抢修，目前破裂的管道已全
部修复，路面施工也已经完成。

9月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渗漏点位已经修好，施工破路
的点位也重新铺好沥青路面。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寄送文件，人们经常会选择同城快递
平台。但是从事同城快递业务的姚先生
却给本报热线23602777打电话，想提醒一
下市民，寄送文件等物品时缺乏信息保密
意识，太危险。
“寄件人经常将寄送的文件不加任何

包装直接交给快递人员，很容易造成信息
泄露却查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发生。”姚
先生告诉记者。

为一探究竟，9月13日，记者跟随姚
先生一起送单。早上9点，姚先生接到一
单标注文件的业务，记者和姚先生来到河
西区爱国道一居民小区的寄件用户家中，
寄件人交寄的是两张没有任何包装的职

称申请表，个人信息十分完整。姚先生用
自己随身携带的文件袋将文件包裹好，
“像这样的用户太多了，个人信息防护意
识不足，直接就给你了。人家这样做，大
处说对我们是信任，但你自己也应有最起
码的保密意识呀。万一出了事情，你都不
知道你的信息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姚
先生讲述漏洞所在。

中午，姚先生又接到一笔和平区汇
金中心用户交寄发票的业务。这名用
户同样没将发票进行包装，就交给了姚
先生。“我们平台有规定，叫我们自备文
件袋，如果没要求呢？这类发票单据如
果破损，造成无法使用，更耽误事。”姚
先生讲述着他在送件途中遇到的各种
状况。

记者随机采访了天津几家同城寄送文件
的平台服务人员，除去顺丰平台有硬性规定
快递员自备文件袋外，像闪送、达达等平台对
此并无硬性规定。“你交给我什么文件包裹，
我就直接交给收件方，文件袋也有成本，需要
我们自己花钱买。”多名快递员讲到了自己的
难处。

记者询问其中一名寄送文件的用户是
否担心个人信息泄露。“您说的这个还真没
考虑过，平台应该提供包装吧，所以才不加
包装的。”

市民在使用同城速递平台寄送文件之类
物品，是本着方便快捷。但不少文件会涉及
个人隐私或者商业机密，加层包装也是应具
有的最起码的自我保密意识。为了您的信息
安全，请为自己寄送的文件“穿”好保护衣。

■ 本报记者 黄萱

乱停车让不少老旧小区居民烦恼不堪，日前家住西青区国
风星苑小区的居民孙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小区乱停
车问题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空地上到处都是车，影响了小
区的正常秩序”。

孙先生介绍，小区是有正规停车位的，业主每个月也都会
缴纳车位费，“我们小区是开放式的，车辆随便进出，很多没有
车位的车辆进入小区，有空地儿就停，导致我们正常停放的车
辆进不去出不来。”小区内消防通道、转弯处、楼门口等不能停
车的地方，都见缝插针似的停满车辆，孙先生每天下班将车停
在自己的车位上，转天一早经常被堵在车位上出不来，只能拨
打电话联系司机或者改坐公共交通去上班。“这样乱停乱放，严
重影响了其他人的生活。”孙先生说2020年春节期间，小区发生
火灾，由于乱停放的车辆阻碍了消防通道，消防车进不了小区，
影响了救援，“幸好那次火势不大，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来到国风星苑小区，小区里有施划的车位。不过记者
发现在正规车位以外，停放了不少车辆，有的车辆直接停在居
民家的窗户下面。小区甬道并不宽，乱停放的车辆紧靠一边绿
化带，空出的一侧，私家车勉强能通过，但稍大一点的SUV车辆
就无法通过，更别提消防车了。记者还发现小区的消防通道
上，地上施划的禁止停车的黄线上也停放了车辆。

随后，记者联系西青区津门湖街道办事处，公共管理办公室
的工作人员回复称，国风星苑小区为2003年建设的小区，小区约
有500个车位，但业主的车辆达到了700多辆，有近百户业主仍在
申请车位。工作人员介绍，物业对违规挤占消防通道停车的业主
进行劝阻但因无执法权总体效果甚微。目前街道和物业正研究
缴费入区的规定，清理未缴费车辆，“车辆乱停乱放是老旧小区的
通病，我们会想办法尽量解决此问题，解决居民的困扰。”

■ 本报记者 赵煜

市民付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他购买的一台
半自动双头咖啡机，使用德邦快速进行邮寄，但因运输不当，导
致咖啡机损坏，德邦快递一直没有对此事进行解决。

市民付先生告诉记者，这套半自动双头咖啡机价值15800
元，当时选定德邦快递邮寄的时候，还购买了保价2000元保
险。8月27日，付先生收到货时，发现外包装木箱已经破损，于
是立即现场开箱验货，发现木箱内的咖啡机出现损坏，外观破
损、两侧面板破损、后背不锈钢背板变形。现场送货人员将此事
记录，并与客服沟通后作为异常件破损处理，但德邦快速一直没
有按照保价进行赔偿。

记者看到，该商品是从南开区送货到西青区，基础费用为168
元，包装费是127元，保价金额为2000元。“最外层木箱已经开裂，
里面的纸箱上贴有易碎物品、向上的标签，但外包装上并没有出
现该标签。”付先生表示，这个咖啡机里、外包装都是德邦快递弄
的，里面贴易碎标签有什么用，外包装一遮，什么都看不见。

记者联系了德邦快递，工作人员回复称，由于运输途中出
现磕碰导致物品损坏，公司当时想去现场评估，找到物品品牌
方帮助维修，但因疫情无法上门，才没有及时定损、修复。目
前为了尽快解决客户的问题，已联系客户，并按照保价价格进
行赔偿。

付先生表示，已经接到德邦快递电话，称会进行赔偿。

德邦邮寄咖啡机 到货损坏

700多米道路竟设置了22处减速带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南开区晋宁北里小区，临街一处墙壁近

30米长的墙皮出现破损脱落，影响社区环

境，希望尽快修补。 本报记者 房志勇

红桥区金钟桥大街与归贾大街交口人

行道上，一个公益提示牌杆体折弯倾斜。

本报记者 韩爱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