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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擅改设计业主不知情 相关部门却通过竣工验收

我们房子的出房率怎么缩水了？

暖气管爆裂 屋内下起雨

小公园垃圾遍地杂草丛生
已安排人员清扫 并加强后期监管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记者调查社保卡投诉后发现——

市民申办社保卡快捷背后有隐忧

工地夜间施工屡禁难止
多部门将联合治理

呼声·随手拍

天津日报：

我们是津南区京基领墅香茗园小区
二期住宅的部分业主，开发商天津京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销售房屋的过程
中，隐瞒关键信息，损害了业主合法利
益，希望相关部门对开发商这种销售行
为予以规范。

我们在 2015—2016 年期间购买的
上述小区房产，这个小区主打叠拼别
墅，叠下是一层和二层，叠上是三层和
四层。购买叠下房屋的业主在 2018 年
办理产权证时发现，房屋的实际面积与
合同中记载的面积出入较大，叠下房屋
的房本面积普遍增加 4%-8%。更让业
主无法理解的是，虽然房本面积增加
了，但是房屋套内面积却减小了，公摊
面积大幅增加。

以其中一户业主为例，该套房屋合同
约定的建筑面积是196.65平方米，其中套
内面积164.08平方米，公摊面积是32.57平
方米，出房率是83%。然而办理产权证时，
房屋实际测量的建筑面积是203.71平方
米，套内面积缩水到157.78平方米，公摊面
积增加到45.93平方米，实际出房率降到
77%。建筑面积增加了7.06平方米，但是
套内面积却减少6.3平方米，公摊增加了
13.36平方米，出房率降低6个百分点。

后经业主多方求证才得知，导致出房
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测量误差，而是

开发商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
对已经批复的工程规划做了设计变更，导
致叠下房屋套内面积减少，公摊面积增
加，出房率下降。这么重要的信息，开发
商却在销售和签订合同时，都没告知业
主，仍然沿用变更前的房屋面积数据。开
发商的这种行为算误导吧？损害了业主
的合法权益！

记者从政府公开信息查询获悉，2014
年6月2日，天津京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从规划部门取得了香茗园二期的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并于2016年6月2日取得香茗
园二期房屋销售许可，开始销售这些房屋。

但是，众多业主提供的证据显示，该
项目的设计单位曾经于2015年4月20日，
做出了一项设计变更，内容是：香茗园二
期住宅，各层设备平台、电梯均为消防疏
散通道，为房屋公共建筑部分，为本楼服
务，户室入户门以设备平台与户室之间的
门为准。正是这个设计变更，导致下叠业
主房本面积中套内面积减少，而公摊面积
增加，从而使得出房率下降，由原合同中
的83%下降到77%。而这个设计变更，开
发商一直没有告知购房者。

其中一位业主表示，购房合同上的销
售面积等数据（套内面积和公共分摊面
积）是有严格依据的，是经过政府相关部
门核准审批的，然而开发商更改设计后，
并未向监管部门申请变更手续，导致购房
合同上一直沿用变更前高出房率的数
据。等到业主入住后，让补交房款时，业
主才发现出房率早已缩水。

地产公司：否认存在欺诈行为

房地产公司为什么这么做？随后，记者
多次联系开发商天津京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但是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始终没有露
面。销售前台工作人员表示，部分业主反映
的收房后存在面积差的情况，公司已经了
解，销售合同上的面积和房本上的面积都是
由官方认定，公司不存在欺骗或者欺诈行
为。并表示，会将记者的问题反映给上级领
导，但是截至发稿，并未接到该公司反馈。

测绘部门：房屋现状与规划图有出入

商品房合同以及产权证上的数据为
什么前后差距这么大，这些数据是怎么测
绘出来的？

记者联系了负责上述项目测绘工作
的天津市国土资源测绘和房屋测量中心，
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他们接受开发商的
委托，为其进行商品房面积的前置测量和
后置测量工作。香茗园二期商品房的前
置测量工作是2015年1月份完成的，这些
数据是按照开发商提供的已经批准的建
筑设计图进行预测绘，这个测绘数据就是
商品房销售合同中房屋面积。在建筑施
工完成后，再次接受开发商的委托，对所
建房屋进行实地测绘，此次测绘数据就是
产权证上所列的数据。至于业主反映的
两次测绘套内面积，公摊等数据不一致，
主要原因是三层设备平台和电梯相关部
位的面积归属问题。依据天津市房屋面
积测算技术规范，预测绘按照批准的建筑
设计施工图进行登记测绘，后置测绘按照
房屋现状，结合房屋的变化，实地测绘，现
场这些部位没有按照施工图设门，电梯也

更改了设计，变为可以通往地下车库，这些部
位就按照公摊进行测绘，具体到业主房本上
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在测绘时发现，房
屋现状与图纸有部分出入，二期项目三楼位
置没有按照规划设计图设置门。

规划部门：上述变化并未申请设计变更

工程图纸是否做过相应的修改？津南区
规划部门表示，经查询，2014年6月2日，天
津京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从规划部门取得
了香茗园二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截止
到规划竣工验收，该公司并未就上述内容申
请设计变更。那么既然没有申请设计变更，
业主收房时的房屋现状与设计图纸不符，为
什么还能通过设计规划部门的建设工程规划
竣工验收？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规划部门只
负责验收建筑主体结构，主体结构无拆改，就
可以通过验收。至于该房屋是否符合交房标
准，这需要后续部门把关。

住建部门：施工图纸没找到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津南区住建部门，津
南区住房和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住建部门负责建设工程施工质量、
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监督管理。对于开发
商未严格按照审批的图纸施工，并通过竣工
验收的情况，执法支队将做进一步调查。并
尽快调取审批的施工图纸，去现场核查该小
区是否存在未按照图纸施工的情况。

截至发稿前，该支队相关工作人员以未找
到审批的施工图纸为由，尚未到现场调查此事。

对于该小区未按照图纸施工，却能顺利
通过竣工验收，并办理交房手续的现象，本报
将持续关注。

■ 本报记者 赵煜

一处好风景，不仅要有优美的环境，更
需要日常的用心维护。市民吴先生近日向
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位于东丽区纬二
道与经五路交口的裕岭嘉园小区旁，有一
处供居民休闲娱乐的小公园，现在园内已
经垃圾遍地，杂草丛生。希望有关部门能
够加紧处理。

10月21日，记者来到现场，该公园与裕
岭嘉园小区仅一条马路之隔，市民反映的
公园属于开放式管理，用绿化带围成，周边
并没有写有公园名称。记者在经五路便道
上看到，有一块刻着“不忘初心”的大石头，
从此处进入，随处可见绿化带中的各种垃
圾，零食包装袋、塑料袋、吃剩的食物残渣、
废弃广告纸、各种饮料瓶等。地面铺好的
石板上也都长满了杂草，湖边的芦苇也已
长到2米多高。不仅如此，公园内的配套设
施也存在破损的情况，一些休闲长椅的木
板出现缺失。
“以前还有人打扫，可近3个月，这里突

然像没人管了一样。”市民吴先生告诉记者，
他开始认为这里属于空港经济区，联系后得
知，这里属于东丽区管理，有工作人员和他
联系，但一直没看到有人来做卫生。“我的要
求很简单，这么美的风景，这么好的环境，希
望有关部门能够持之以恒的管理起来。”

记者联系东丽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回
复称，经现场调查，该区域属于区农业农村

委的管理。
随后，记者找到了东丽区农业农村委，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
区农委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人员进行了清
理，出动打草机械24台，运输车辆4台，现
已完成清扫工作。

该工作人员称，裕岭嘉园项目始建于
2016 年，该处是作为绿化工程立项审批
的，并不是公园类项目，其目的是为了美

化周边还迁居民的居住环境。由于该绿
化工程原养护单位已于8月到期，新的养
护单位正在履行招投标手续，才导致问题
的出现。为确保今后的正常养护，现已委
托临时养护单位进行管护直至新的养护
单位进场。目前临时养护单位已经进场，
区农委将加强监督，确保养护单位做到高
标准管理维护，对于给居民造成的困扰表
示歉意。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被人代办了一张新社保卡，自己却
不知道，如果不是手里的社保卡突然失
灵，恐怕现在还蒙在鼓里”。近日，倪先生
向天津日报反映，银行仅凭用人单位代办
申请和“员工”身份证复印件就能集中办
理一批社保卡。社保卡也是银行卡，不仅
有社会保障功能，还有金融功能，如果谁
想代办就代办，不是很容易出乱子吗？这
让他对社保卡的管理产生了疑问。

倪先生介绍，他于今年8月结束了原
来的工作，开始领失业保险金。其间在8
月份到大港一家用人单位做了一份为期
20多天的临时工作，之后没再去。10月15
日，本该是失业保险金到账的日子，他却
没有收到。17日，他去家附近西青区李七
庄街党群服务中心寻求帮助。经负责失
业保险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查询得知，原
来有人于9月5日为他在工商银行富民路
支行代办了一张新的社会保障卡，后续的
失业保险金打到这张新卡上了，这也直接
导致他手中的社保卡失灵。他当即打110
报警，然后与河东区富民路派出所民警一

起来到工商银行富民路支行。“工作人员
拿出我的新社保卡，我问他们，为什么在
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办社保卡，何况
我自己手里有正常使用的社保卡。工作
人员只说他们工作有失误，我感觉这很荒
唐，没有我的身份证，我本人没到场，也没
委托任何人代办，他们是怎么给我办的社
保卡呢？我拿这张新卡和我原来的社保
卡对比，上面的照片居然一模一样。工作
人员说，只要我办过社保卡，我的照片就
留在系统里，调出来就能做一张新卡，原
来做新社保卡这么随便吗？”

记者接报后联系工商银行天津分
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回复说，富民路
支行于今年8月收到倪先生所在公司批量
开卡申请，用于支付劳动报酬。公司同时
提交的说明显示，其已向倪先生说明代办
卡用途，倪先生认可并提供了身份证复印
件，还在业务申请书上签字按手印。公司
表示已将开卡、领卡、激活等事宜充分通
知到位，通知在宿舍楼也进行过张贴。“经
我行复查，相关手续齐全合规。我行为倪
先生办理的银行卡为社保卡，需客户本人
持卡至网点启用。倪先生领卡并提出异

议后，我行已按其意愿为其注销卡片社保
功能，其间未发生社保断缴。”

记者看到，这纸显示日期为8月28日
的“通知”大概意思是，让人们赶紧交签了
字的身份证复印件，以便统一办理银行卡
支付结算费用，如未交复印件影响入账，
本人负责。

对此，倪先生说，他刚到那个单位的
时候，是有人问他要了一张本人签名的身
份证复印件，他不记得在上面按了手印，
当时得到的说法是为了与和他签的临时
用工协议一起备案用，一直以来也没有人
跟他说过办理银行卡的事。他在那临时
帮忙，报酬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发给他
的，那份通知他从来没见过，是用人单位
后补的。

虽然截至目前，倪先生还没有发现代
办卡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实际损失，但是市
民的社保卡这么容易就被代办了，这件事
让他感到后怕。“网上盗刷社保卡的报道
很多，如果社保卡这么容易被代办，盗刷
的根源如何杜绝？”

为弄清社会保障卡办理的相关情况，
记者拨打12333社保咨询电话。工作人

员表示，一般情况下，办理社保卡需要办卡
人持本人身份证到与人社部门合作的银行
现场申领。这是12333根据代办银行的说
法得出的咨询回复意见，社保卡的管理虽然
在社会保障部门，但具体办卡事宜各有关银
行自行掌握，具体能不能代办，单位统一申
办需要什么手续和流程，12333社保咨询热
线不掌握。

记者又拨打 12393 医保热线。工作人
员表示，医保卡功能是社保卡功能的一部
分，持卡人持社保卡可以到相关医院或药
店刷卡结算，实现就医买药等医保功能。
医保功能无需激活，社会保障卡办理后立
即开通。如果想了解是否有盗刷风险，这
个应该归口社保部门管理，建议记者咨询
社保部门。
记者在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

网上看到，社会保障卡是按照国家标准和银
联卡规范标准统一制作的，兼具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和金融服务功能。自2021年1月1
日起，天津市启用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还可
以实现刷卡乘坐地铁、公交等小额快速支付
功能。
工商银行天津分行表示，目前，富民路支

行正与倪先生沟通，对服务不周之处诚恳致
歉争取理解。
倪先生说，他已就此事向金融监管、人社

等多部门投诉。申办社保卡手续便捷高效本
是便民的好事，但如果把关不严，“随随便便”
让人代办，怎样避免可能带来的风险，希望相
关部门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避免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

■ 本报记者 黄萱

“暖气管爆了，家里下起了雨，地面家具都湿了，想想现在还
后怕。”近日，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市民王大娘的反映，家中
暖气管爆裂，不知该怎么办？

王大娘住在河东区慧宁嘉园小区，房型为复式。10月17日中
午，王大娘的老伴儿在楼上休息，王大娘和外孙女在楼下吃饭。1
点刚过，突然一声巨响，吓得祖孙二人赶忙站起身。“当时就看到地
面涌出来黑水，一楼房顶暖气管的位置开始喷水，像瀑布一样。外
孙女吓得直哭。”老伴儿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屋子已经不成样子。
王大娘赶忙给物业打电话寻求帮助。物业工作人员赶到的时候，
屋内已经一片汪洋，几名工作人员赶忙淘水，联系供热部门，并把
暖气的闸门关上。“后来供热单位的工作人员来了，看了看关上的
闸门就走了，也没告诉我们爆裂原因也没说如何解决。”

王大娘给记者发来当天暖气管爆裂的视频。王大娘家为复
式结构，暖气管设置在一楼房顶上。水管爆裂后，房顶多处出现
滴水的情况，最严重的是房顶中间位置，犹如喷泉一般。虽然已
经关了闸门，但水管依旧漏水。王大娘家中的沙发、桌椅、家电
都被水浇了，地面的水也已经没过脚面。视频中还能听到王大
娘外孙女不断哭着说害怕。王大娘的老伴儿怀疑是供热站增加
了水压造成暖气管爆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收拾，家里的水淘
干净了，但墙面多出被水浸湿，家里一片狼藉。

随后，记者联系慧宁嘉园小区物业，物业负责人介绍，接到
王大娘家的求助后，物业工作人员立即到达现场帮忙处理屋内
的积水，“当天，一共有7家出现漏水的问题，王大娘家最严重，
其他几家是截门滴水，并不严重。”

记者又联系王串场供热站，工作人员介绍，小区10月5日开
始清洗水泵，打压加水，都是正常完成。“我们怀疑是管道接口不
牢固因而开裂。我们也去了其他的居民家和之前报修过的居民
家中排查，都未发现明显的问题。”工作人员称，由于王大娘家中
的暖气管道为老式管，市面上已不多见，找到后立即维修。至于
王大娘老伴儿怀疑的增压问题，工作人员说：“并没有增压，我们
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没有动过加压的机器，不可能存在超压的
情况，也不存在工作人员误操作的情况。”为何同一天几户都出
现漏水的问题，工作人员称还在找原因。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期，津南区咸水沽镇合祥园二期施工单位在执法部门
多次现场检查和督促整改下，仍经常进行夜间施工，周边居民
不堪其扰。

居民王先生介绍，合祥园一期于去年交房，4栋楼共有100
多户，大部分居民都是在今年2月份入住的。自从入住开始，仅
用蓝色挡板相隔的二期工地内就一直在施工，灰尘、噪音……令
人不堪其扰。“一般的工地从早上开始施工，晚上八九点钟就停
工了，可合祥园二期工地每天昼夜不间断施工，我家窗户有三层
玻璃，把窗户全关上，都能清楚听见‘嗡嗡’水泥浇筑的声音，一
家人睡不好，精神也不好。”王先生说，他多次向津南区生态环境
局反映这个问题，执法人员也多次来工地检查，批评教育、行政
处罚……每次执法顶多好三天，情况依旧。最近一个月，情况更
为严重了，夜间施工的噪音越来越大。

王先生提供了一段拍摄于10月10日23时的视频，从他家
中能看到工地内亮着灯，有大型车辆在作业，那个“嗡嗡”的声音
持续不断，且逐渐变大，“关上窗户也能清楚听见噪音，时间长了
人就感觉不舒服。”另外一段视频，深夜里，工地内一辆大型货车
一直在循环发出“请注意，倒车”的声音。10月25日23时，工地
夜间施工仍在进行中，还有不少工人一边说笑一边从合祥园一
期的小区前往工地，丝毫不顾忌此时已是深夜。

记者将情况反映到津南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介绍，合祥
园二期项目的承建单位为中建二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2020
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今年12月底竣工。针对其夜间施工
的问题，该局曾立案查处，约谈项目负责人，并进行了行政处罚，
承建单位也交了罚款。但其后继续夜间施工，执法人员多次前
往工地检查，教育负责人，要求整改，对方说他们在进行地基水
泥浇筑作业，一旦开始就不能停，半途而废就要重新再来。“根据
我们的执法经验，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其他工地都是多调
集几辆水泥罐车同时作业，缩短每次浇筑的时间，以达到夜间不
施工扰民的目的。”该工地负责人表面上同意配合，但之后仍不
整改。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其停止施工，并下达询问通知书立案
调查，负责人不配合调查。下一步，该局将加大检查和执法力
度，并上报津南区政府，联合区住建委，共同研究解决对策。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近日，市民张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不足百米
的大江路，存在大小坑洼不下十余处，给过往市民和机动车
带来不便。

张女士告诉记者，“我是泉江里美庭苑的业主，小区门前就
是大江路，门口就有两个大坑，开车进出小区总是颠簸不已，稍
微不注意就容易造成托底。这种情况好几个月了，一直没人
修。夏天一下雨，坑内就积水，骑车路过还溅一身泥。”

接到反映后，25日，记者来到位于上江路——昆仑路之间
的大江路，发现确实存在道路破损问题。记者粗略数了一下，路
面坑洼处大约不下十余处。最大的直径在两米左右。不远处有
828和608路公交总站，是公交车必经之路，记者坐车通过颠簸
感明显。居住在周边保利玫瑰湾和泉江里美庭苑小区居民说，
他们饱受颠簸之苦，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修复路面。“这个情况已
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没人管。据天津市城市道路设施巡查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该道路产权并没移交，目前权属暂不属于河
北区与东丽区管辖。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12345市政务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
示将转达相关部门，查看情况，确定权属，进行必要维修。

▼记者调查

▼读者来信

大江路路面坑多难行
权属待定维修还需等

河东区昆仑路环秀西里附近，一根通

讯线杆上的钢丝斜拉绳设置在人行道上，

容易绊倒行人。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南开区大悦城附近人行道上，工艺雕

塑随意堆放，有碍观瞻。本报记者 高立红

和平区承德道，新华公馆对面的便道

上，摄像头缺失，有损市容市貌。

本报记者 赵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