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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电动汽车游蓟州 充电方便吗？
沿途、景区充电无忧 农家院还需加把劲

道路坑洼难行 先修补再大修

单侧路灯罢工 日常出行不便

近三年常爆管 居民盼望正常用水
水务部门将对二次供水管网进行整体改造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刘连松

车载ETC过期 这是骗钱短信

家门口的河

怎么变了“味”？

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多位市
民咨询，国庆黄金周即将到来，准备自驾
前往蓟州景区旅游，不知道当地景区和民
宿农家院充电站建设情况如何，能否满足
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电动汽车出游 司机里程焦虑

“我刚买的电动汽车，平常也就上下班
开，很少跑百公里以上路程。这个国庆长
假，准备带着一家老小去蓟州爬爬长城，看
看水库，这一路下来，至少100多公里。车
上各种户外装备再加上家人，绝对是一路
满载。不知道电动汽车的电量能撑到什么
地步，也不知道在蓟州游玩，充电是否方
便。”市民金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心中最佳
的旅行方案，“买了这个电动汽车后，最大
优点是环保又省钱，最大焦虑是怕没电。”
“‘五一’去了一次九山顶，路上高速

服务区能充电，但是我们住的农家院不能
充电，返程时到处找充电站，太不方便
了。”市民韩女士告诉记者，“7月份再去，
我们自带了充电设备，结果到预订农家院
发现，汽车只能停在院外，连了一个长长
的接线板充电，偏赶上当天晚上下雨，为
避免发生意外，只能把接线板撤了，一晚
上没充电。原定转天一早返程，也只能等
到雨过天晴充满电再走。”

高速服务区、景区充电方便

9月18日，记者驱车前往蓟州景区探
寻充电站布局状况。从东丽区金钟河大
街津蓟联络线驶入高速公路，沿途在北辰
区天津站服务区、宝坻温泉服务区以及蓟
州服务区内，记者发现均配有国家电网的
充电站，在行驶近100公里后下高速，在高
速口不远处也有公共充电站。

记者采访了蓟州多个景区的工作人

员，询问当地充电站建设情况。
“我们黄崖关风景区已经建了充电站

了，4个直流电的，1个交流电的，都是国家
电网的充电桩，平时有专人定期维护，使
用起来很方便快捷。已经投入使用一段
时间。”蓟州旅游文化集团相关负责人林
东辉告诉记者，2020年前后就已经在蓟州
多个景区申请了公共充电站，刚开始使用
率不高，最近一年来充电站的使用率明显
提升。“从‘五一’开始，开电动汽车来景区
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尤其是看到景区停
车场内就有充电桩，更是带动了不少游客
放心大胆地开着电动汽车过来。充电站就
建在风景区停车场内，按照相关规定，停
车费2元/小时，8元封顶。既停车又充电，
还不贵，非常方便。”
“车主们放心开车来吧，我们梨木台

有咱天津最美的充电站，海拔190米，依山
而建。”梨木台景区相关负责人韩静坡告
诉记者，依山而建的停车场，毗邻景区入

口。“游客开车进来，沿着停车场甬道往前
走十来米就能看到带着顶棚的充电桩，即
使下雨也不妨碍充电，非常人性化。停车
费1元/小时，10元封顶。逛完山景，保证
车满电。”

游客程先生告诉记者，出门在外想用
公共充电桩为电动汽车充电，停车费实际
占大头，景区设置封顶措施一下子就降低
了出行成本。他算了一笔账，以梨木台风
景区停车场为例，停车费每小时1元，充电
费1.7元/度，车辆完成一次充电大约需要
充入20度电，耗时约2小时，总共花费36
元，停车费仅占总花费近5%。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蓟州供电分公司
的统计数字表明，盘山风景区的充电站是
蓟州景区中使用率最高的，九山顶的充电
站是海拔最高的，400米左右。截至目前，
蓟州区范围内的景区、高速服务区以及小
区内已建成66座充电站、490个充电桩。在
旅游旺季（每年5月—10月）用电量月最高

值是42.61万千瓦时，淡季月用电量最低值是
20.45万千瓦时。

除此之外，途经天津的京沪、津蓟、荣乌、
长深等17条高速公路也已全部覆盖电动汽车
充电桩，方便京津冀三地电动汽车车主出
行。已建设运行高速充电站52座，充电桩243
个。今年以来，途经天津的高速充电站的日
均充电量为5109千瓦时，同比增长24.69%；充
电次数为443次，同比增长26.33%。

农家院充电是短板

风景这里独好，驾车不再焦虑。开电动
汽车奔赴景区，充电不误，但是对于只想在农
家院里住几天，享受田园惬意的游人来讲，不
去景区有没有地方充电呢？

记者从网上随机找了几个农家院的联系
方式，询问经营者院内是否有充电桩，满足电
动汽车充电的需求，大部分经营者表示院内
没有安装充电桩，需要游客自带充电设备，
“这一年来不少入住游客都问过充电桩的事，
由于平时用得少就没装。在村子外面有一个
公共充电站，车程也就七八分钟。”农家院经
营人李大哥告诉记者，“我们村其他干农家院
的有人安装了，看意思这是大势所趋，我们家
也准备申请一个，来农家院住的客人，很多时
候一整天就是在院里吃吃喝喝打打牌不出
门，正好可以充电。”

据不完全统计，在蓟州旅游文化集团登记
的农家院和民宿有2500余家，在这些农家院
中，有标准充电桩设备的不到三分之一，“开电
动汽车来旅游的也就这几年才增加，之前几乎
没想过这事。”在下营镇经营民宿的胡先生告
诉记者，确实没太考虑电动汽车车主的诉求。

据了解，蓟州地区目前共742户个人安
装充电桩，其中2022年安装的334户，占这几
年安装总量的45%，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国
网电动汽车服务（天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称，这些安装充电桩的用户少部分是农家院
和民宿的经营者。

■ 本报记者 黄萱 刘连松

“一个月要爆管好几次！”近日，东丽
区舒畅嘉园小区多位居民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该小区自来水频繁爆管，
导致居民用水困难。

舒畅嘉园是2016年竣工交房的限价商
品房小区，居民吕先生说，“自2020年起，小
区3年时间发生过39起自来水、中水管网
水管爆裂停水事故，故障点有44处。今年1
月份到现在，爆管15起。”频繁爆管停水严
重影响业主用水。记者了解到小区二次供
水水管爆裂事故几乎都是由于固定管道接
口的卡箍螺栓腐蚀所致，一旦发生爆管，小
区物业只能通知外包的二供维保单位进行
更换，治标不治本。“我们也反映过，但每次
也只能物业来修，没过多久还会有水管爆
裂停水的事故发生。”吕先生说。

开发商：过保修期 正在组织研判

记者联系开发商天舒房地产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称：“由于之前负责该事项
的相关工作人员已离职，我们需要时间梳
理出该事项清晰的脉络。目前，我们已梳
理出2013年的前期物业合同，合同中物业
管理内容及物业费包含二次供水设备设
施维护。再有，在2016年与物业的补充合
同中明确约定自来水质保期届满后，由物
业公司承担维修工作。另外，舒畅嘉园自
来水相关工程于2016年6月验收合格，质
保期一年。已经过了保修期，我们目前在
组织律师研判这个事。”

物业公司：三年维修费7万多元

对于二次供水爆管事故是否应由物
业来负责，是否已移交，记者采访小区物
业，相关负责人说：“开发商没有把二次供
水移交给自来水公司，物业只负责日常维
护和简单的维修。”而用来维修的费用，从
小区的公共收益里出。该负责人算了一
笔账，每修一处漏水点的花费是1500元，
加上其他费用，从2020年1月到2022年9

月 15 日，共花费 73800 元，占公共收益的
40%。“尤其是今年七八月份，水管爆裂就没
消停过。”

东丽区水务局：争取资金改造管网

对于小区二次供水管网屡次爆管，建设
质量是否合规的问题，东丽区水务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该管网屡次爆管跑水，主要是
地下管道连接处螺栓锈蚀脱落所致，管道本
体和连接处的卡箍都没有问题。该小区建
设年代较早，之前管网卡箍使用的都是镀锌
螺栓，部分区域土壤盐碱度偏高，螺栓容易
锈蚀，咬合力降低导致爆管停水。

目前，开发商尚未将该小区二次供水
管网移交给供水企业，二次供水管网目
前由物业公司代为维护。此外，如果物
业公司不及时维修，水务部门将联合街
道督促物业及时维修。对于如何彻底解
决二次供水管网屡次爆管问题，水务部
门正在积极争取资金，对二次供水管网
进行整体改造。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小区建起了可充电的非机动车存车
棚，想要享受安全的充电服务，除了交纳
电费之外，还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存车户，
就是每个月都得交25元的存车费。居民
纷纷质疑，这算捆绑消费吗？

家住河东区富民路街富民东里小区
的李女士说，他们小区去年底新建了一
处存车棚，里面也安装了符合消防安全
规范的可自动断电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本来她以为再也不用提着电池上楼

充电了，可当她去充电时被告知，只有交
纳每月25元存车费的人才能使用充电设
施，电费则需要另外支付，“我觉得不合
理，我没有存车的需求，但我有充电的需
求。既然存车棚占用的是小区的地方，
就属于小区内的配套设施，全体居民都
有权使用。”

据了解，去年 11 月 9 日起施行的
《天津市消防条例》明确，市和区人民政
府应当推动新建、改建、扩建电动车集
中停放场所以及充换电设施，鼓励已建
住宅小区等划设相对集中的电动车停

放场所以及充换电设施设备。而记者也
走访了一些新建有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
场所的小区，居民只需交纳电费即可，无
需交纳存车费。

对此情况，富民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解释，富民东里 7-16 号楼小区 2021 年
选聘了新的物业公司，新物业进驻小区
时自费重新修缮了车棚，更新了安全的
智能充电设备，并由专人负责看管，为收
费存车棚。李女士反映的情况，街办事
处已经了解，并责成富民东里社区居委
会协调业委会及物业企业研究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建设等问题，以尽早满足居
民充电需求。另外，物业进驻时间较短，
各项服务措施正在逐步完善，该街也将
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逐步提升其服
务意识和质量。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路灯虽小，但关乎民生。天气转凉，夜长昼短，照明设施运
转情况受到市民关注，8月1日至今，12345热线受理路灯类问题
2400余件。

市民李先生在电话中反映，他居住在宁河区航雅花园，现代
产业区1000多米长的海航东路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一年来，
此条道路只有一侧路灯正常照明，“另外一侧也有路灯，但从来
没亮过。最近几天，原先正常照明的一侧路灯也有几盏不亮了，
所以夜晚视线越来越差，感觉很不安全。为何另外一侧路灯设
施已建好，但却不能照明？海航东路何时才能真正亮起来呢？”

对此，宁河区现代产业区管委会回复说，园区建设于2011
年，海航东路附近有四个居民小区，前期入住率一直较低，且海
航东路非主干道路，车辆和行人不多，单侧路灯照明基本可以满
足出行需求，因此另一侧路灯没有通电缆。通过12345热线转
派的工单，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现场维修故障路灯，
目前已经维修完毕。近年来，海航东路附近小区入住率提高，道
路通行需求增长，管委会已经计划要为另一侧路灯铺设电缆，预
计明年6月前可以实现双侧照明。

12345热线将继续以“服务民生”为导向，持续聚焦和解决
好群众日常生活里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及时回应关切，
用情关注民生，努力让津城百姓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
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 本报记者 赵煜

市民李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北辰区秋颂苑
南门的宜白路上，机动车道中间的部分隔离护栏损坏已有一段
时间了，不仅影响车辆通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
部门及时修复。

9月16日19点，记者现场看到，该路段多处护栏损坏，有的护
栏已经相互叠在一起，堆放在路中间，还有一段长约8米的护栏，
栏杆已经与底座断开，斜靠在旁边的铁管上，随时有倾倒的风险。
“叠在一起的护栏是车辆撞击造成的，被人为堆放在路中

间，倾倒的护栏则是因为底座锈蚀。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个月
了。”家住秋颂苑的李先生说，该路段车流量较大，这些损坏的
护栏给过往车辆带来不小的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尽快解决。

记者联系了北辰区交警支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民反
映的问题他们已经知道，并进行了简单的处理，现联系了产权
单位天津市道路管网公司加紧修复。

天津市道路管网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到反映后，公
司立即组织人员将护栏及时移出现场，消除安全隐患，保证道
路通行顺畅，并已赶制新的隔离护栏，确保10月底前完成维修。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家住宁河区桥北街运河家园的
居民反映，小区后面有一条河，以往水质清
澈，可最近一段时间，水质变差，还散发出
刺鼻的气味，希望管理部门尽快治理。

居民刘先生介绍，这条河属于大杨河
圈，之前河水清澈，还依水建了公园，平时
居民在河边散散步，很是惬意。可最近一
段时间，河面上有绿色的漂浮物和垃圾，
河水也发蓝，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走在河
边呛得难受，这清澈的大河怎么成了这个
样子？”

大杨河圈是宁河区的二级河道，也是
重点打造的河道。那河道水现状河长掌
握吗？有无采取措施治理？对此，宁河区
水务局工作人员表示，之前该局也接到居
民反映大杨河圈水质问题，按照该区河长
制管理要求，区河长办责令属地桥北街道
和大北涧沽镇落实属地责任，立查立改，
同时区水务局委派专业人员和船只协助
属地清理整治，区生态环境局也对水质取
样检测。经调查，因今年夏季气温过高，
水体流动性差，产生了浮萍，造成水色发
蓝，工作人员从河里打捞浮萍后直接堆在
了岸边，浮萍腐烂产生了刺鼻的气味。另
外，还有一些人在河边遛弯儿的时候随手
将垃圾扔进河里，也影响了河道整体的环
境。目前，腐烂浮萍和河面上漂浮的垃圾
已全部清理打捞完毕，经检测水质合格。
下一步，区河长办将加大监督考核，进一
步压实属地河长责任，督促属地河长加大
河道水环境监管力度，做好河道治污、保
洁、巡查和保护工作。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我从网上购买了一款转换插头，在
使用过程中，突然冒烟烧毁，一查才发现
居然是个三无产品。”日前，本报热线
23602777接到读者电话，反映购买的劣质
插座存在安全隐患。
“当天孩子正在上网课，拿充电器给

平板电脑充电，可是充电器刚插入转换插
头，就听砰的一声，接着是一股黑烟，家里
的灯全灭了，孩子也吓得愣在原地。”家住
河西区的杨女士讲述当天发生的事情时，
还心有余悸。后来检查发现，转换插头已
经烧坏，家里三个漏电保护器全部跳闸。

杨女士说，这个转换插头是今年3月
份从网上购买的，收到时只有外包装，插
座上也没有厂家的厂名、厂址和联系电
话，属于三无产品。卖家以超出售后期限
为由，拒绝处理，而且也不提供生产企业
的联系方式，如今产品出了问题，面临无
法维权的窘境。

杨女士保存了购买产品的页面截图，
上面也没有生产企业的相关信息，页面只
标有该产品3C认证证书编号，但是记者登
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根据
编号也查询不到这款产品和生产企业的
名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种名为超
薄转换插头的产品在多个电商平台都有

销售，价格却相差悬殊，从2元到30元不等，
而且产品介绍中通常没有厂名厂址，一旦出
问题，消费者的权益很难得到维护。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多位电商平台

客服，但是对方都拒绝提供该产品的生产企
业名称和3C认证证书编号。“这款产品是我
们公司的贴牌产品，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生
产企业。”其中一位电商客服表示。
市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提醒消费者，网

上购买这些产品时，收到快递后要及时查验，
产品的标志是否齐全，有无厂名、厂址、产品型
号规格、生产日期、检验合格证等，没有上述内
容的属于三无产品，不要购买。其次应注意查
询该产品的国家3C强制认证，因为家用和类
似用途插头插座是国家第一批列入3C强制认
证目录的产品，消费者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下属的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查询，确认该产品是否通过3C认证，通过
3C认证的产品才允许进入市场销售。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市民李先生反映，自己接到
手机短信提示，说自己车载ETC过期，让上网更新。
“我当时正在单位开会，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是一个很奇怪

的号码‘00852611046204891（中国香港）’发来的，告诉我车载
ETC已过有效期，让我在近期必须到www.dfdff.co.6的网站更
新个人资料，防止车载ETC被锁定影响使用。”李先生拿着手
机，将这条提示短信展示给记者。

记者随后与公安河东分局反诈专班的曹玉杰警官取得联
系，求证该信息的真实性。“‘00’开头的号码都是从境外短信平
台发送的，请告知市民一定不要相信。短信中的陌生链接更不
要轻易点击，很容易泄露个人身份信息。”曹玉杰告诉记者，除此
之外，带有验证码的短信也一定要看清，千万不要将验证码提供
给陌生人。李先生随后又联系了当时安装车载ETC的银行工
作人员，确定并没有需要更新信息的要求，随后删除短信，避免
了个人财物受损。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本报9月16日以《鱼死坑臭 附近村
庄受影响》为题报道了静海团泊西一个坑
内的鱼全部死亡，臭味影响周边环境的消
息。属地杨成庄乡政府组织人员治理。
坑中死鱼全部打捞，与散落在岸边的死鱼
一起收集深埋处理。因大量死鱼在水中
腐败，影响水质环境，治理小组对死鱼处
理完毕后，又在坑中加入生物制剂，对水
质进行无害化处理。截至发稿前，全部治
理完成。

反映人毛女士反馈说，现场的死鱼全
看不见了，水质看起来也好了很多，但闻
起来还是有一些臭味。杨成庄乡政府对
此解释说，因为这个水坑是死水坑，水不
流动，再加上刚刚处理过大量死鱼，还有
一些异味。

■ 本报记者 赵煜

市民刘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东丽区新明路
道路坑洼难行，居民经过时都小心翼翼，大家盼望路面能够早日
得到修复。

记者开车刚行驶至新明路，就能明显感受到颠簸，汽车发出
“咯噔”声。记者将车停靠在路边，能够清晰地看到，路面大大小小
的坑洼有十几处，其中最大的一处长约2米，深约5厘米，稍小些的
坑洼也有成年人手掌般大小。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这些坑洼已
经存在很久了，过往行人稍不留神就容易摔倒。

记者联系了东丽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回复称，东丽区宜家周
边地块由天津东泰世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东泰公司）整理开
发，区域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由东泰公司自行配套建设及养护
管理。后因该公司出现资金困难，导致道路路面养护不到位，破
损严重。为此，区住建委和新立街办事处多次约谈东泰公司负
责人，该公司均以资金困难为由，未对道路开展维修工作。

经区政府专题会研究，确定新明路按照近、远期计划维修，
近期由新立街对新明路进行临时修补，保证居民出行安全，远期
由住建委将新明路道路维修项目申报纳入政府投资计划，资金
落实后启动道路整修工作。区政府资金管理部门已筹措了部分
前期资金，启动相关手续的办理工作。

不交存车费就不能享受智能充电？

三无超薄转换插头存安全隐患

维修受损护栏 十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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