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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悦里外檐破损何时修？

我们商铺何时能享受到电价优惠？
记者调查发现：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情况仍隐秘存在

乱扔不合适 不扔没地放

社区大件杂物堆放是个难题

■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多年暖气不热 正在积极解决

家门口成旧货市场市民盼清理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小区奶茶店循环播放广告扰民

工地露天喷漆

这个真不行

老旧小区改造“粗放型”施工不可取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蓟州区翠湖新村小区居民陆先生反映，2017年以来，他家
冬季集中供暖室内温度一直不达标，多次反映未得解决。仅因
一年没缴费，就被供热公司把供暖管道给掐断了。“今年全市百
姓又提前供暖了，希望问题尽早解决，让我家老人孩子过上温暖
的冬天。”

陆先生是蓟州区农民，为给孩子更好的教育，2017年，在蓟
州城区翠湖新村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最初几年，夫妻俩到外
地打工，老母亲陪孩子上学。“冬天暖气不热，老人孩子冻得不
行，老人也找过，始终没得到解决。近两年，我妻子陪读，发现冬
天屋里暖气不热，穿厚毛衣厚毛裤都不暖和，多次找供热公司和
小区物业反映，有人来测温，温度不达标，还在我家安了测温表，
也显示不达标，可始终没给解决。说给退费，测温的日子给退，
没测的不给退。”

蓟州区恒源热电有限公司发给陆先生的《通知》称：“因您户
未按《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之规定缴纳采暖费，现我公司对您
户采取断管停止供暖措施……”记者联系该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供热改造后，从串联改为并联，位于顶楼的陆先生家供热效
果不好，供热单位想了一些办法没起实质作用。按照相关规定，
室内温度不达标满24小时后，供热公司要退费，退费标准按实
际温度算，与达标温度相差越多，退得越多，反之则少，而且退费
以测温为准，没测温的日子不能退。照此协商，决定给陆先生退
2000元，陆先生不同意，所以一直搁置。鉴于其去年没缴供暖
费，自今年1月1日起产生违约金。其一年供暖费2414元，到现
在，违约金也不少了。
《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规定，在供热期内，居民用热户安装供

热设施的卧室、起居室(厅)温度应当不低于18℃。陆先生说，他家
自入住该房以来，冬天室内温度与天气相关，好了15℃、16℃，冷时
只有13℃。

截稿前，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联系记者表示，会再次与陆先生
协商，尽早解决前期事宜后，再找专业人士上门检查，争取拿出一
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彻底解决陆先生家暖气不热的问题。

相关部门多次出台优惠政策，降低工
商业电价，降低工商企业用电成本，促进
实体经济健康发展。但是记者调查发现，
因转供电主体与终端用户之间存在市场
经营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
致部分终端用户并未享受到政策红利，转
供电环节存在不透明加价的现象。

用户：

眼看着优惠享受不到

“我是河北区悦海大厦底商的业主，大
厦底商由物业公司管理的红号变电站供电，
电费也是交给物业公司天津市阳光家园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业主陈女士告诉记者，在
2021年10月之前，电价结算价格是每度电
1.1元，从2021年11月开始，电价降到了每度
电0.6768元，但是缴费单上又多了一项服务
费——每度电约0.4元，算下来和降价前一
样。政策规定转供电已经不允许再加价收
费，但是物业企业却照收不误，他们给出理
由是大厦红号变电站的运营维护也需要成

本，收取服务费就是为了弥补维护成本。不
知道物业企业的这种收费是否合理？

10月31日，记者来到河北区胜利路悦
海大厦，大厦1—4层是商业和社区服务用
房，底商有便利超市、商店、餐馆等商业设
施。一位商铺的业主告诉记者，目前物业
收取的电价仍旧是每度电1.1元，并未享受
到工商业电价优惠的政策。“我们也知道现
在的政策不允许在转供电环节加价售电，
但是物业公司给我们商铺供电，电费也是
交给物业公司，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物业公司：

收管理费弥补运营成本

随后，记者联系了悦海大厦的物业公
司——天津市阳光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该公司悦海大厦项目部负责人表示，
物业公司根据文件的要求收取电费，每度
电0.6768元，除此之外，还收取管理费每度
电约0.4元。

电价之外，为什么还要收取管理费？
记者问。
“红号站的运行看护，以及平时的线

路巡查都有成本，再加上输电线路还有损
耗，因此需要收取管理费，弥补损失。如
果用户不同意缴纳这项管理费，他可以不
使用我们红号站的电力，联系电力公司移
表。”该负责人回应。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商业综合体、产
业园区、写字楼等工商业设施大多是转供
电模式，负责供电的红号变电站产权在物
业公司或者开发商手里。河西区某写字
楼业主王女士告诉记者，她们也是从物业
公司购电，电价是每度电1元，知道这个电
价远高于政府部门的定价。“但是物业公
司和用户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知
道不合理，也只能被动接受。”

监管部门：

不得以电量为基数收取服务费

物业公司加收的服务费是否有政策
依据，这个费用该不该收？

记者联系了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相关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转供电主体
应按照终端用户电表计量条件执行相应
的电价政策，不得在电费上加收其他任何

费用，也不得以电量为基数收取服务类费
用。对于上述终端用户，转供电主体向电网
企业缴纳的电费应由所有用户按各分表电量
公平分摊，转供电主体自用电费由自身承担，
物业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用电电
费和运行维护费等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
收益等途径解决。至于物业公司提到的转供
过程中的合理线损，需要通过物业费、租金或
公共收益等途径解决。

据介绍，2021年我市开展了4个月转供
电不合理加价专项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但由于转供电主体众多，加之国家电价
改革进展加快，政策环境发生变化，部分转
供电主体政策执行不精准，不合理加价情况
仍然隐秘存在，侵害了中小微企业的合法权
益。政府部门将进一步强化转供电不合理
加价常态化监管，推动转供电主体精准执行
电价政策，规范市场行为，切实减轻中小微
企业负担，助力我市经济平稳运行。

相关部门提示，如果转供电终端用户怀
疑电价不合理，可以使用“网上国网”App转供
电费码功能，对转供电价格行为进行监督。
对发现的价格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或者
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旧衣服、锅碗瓢盆、蝈蝈罐……卖货
的小摊一家连一家，顺着开江道，绵延百
米。家住河北区的市民刘先生近日向本
报热线反映，每天下午2点以后，这里便成
了小型旧货交易市场，摆上马路的旧货和
随处乱停的三轮车，堵塞交通，希望有关
部门能够尽快规范管理。

10月30日下午3点30分，记者由开江
南路拐入开江路，道路两侧有多个居民小
区以及一所小学。记者看到，此时马路上
的摊贩并不多，约半个小时后，一些骑着
三轮车或者拎着大包小包的人陆续来到
这条路上。他们利索地在便道上铺块布，
然后摆上旧衣服、鞋子或是散装烟丝、水
瓶等东西。地摊一个挨着一个，不一会
儿，百米长的便道两侧上就摆满了物品。
整条马路宽约10米，为双向车道，由于马
路两侧停放了不少电动车，导致车辆通行
缓慢。刘先生说，这些车中有些是摊贩
的，也有些是周边居民的，现在还好些，等
到放学点，这里就挤得水泄不通了。

这里不仅摊贩多，来逛的市民也为数
不少，甚至还有从远道特意赶来的。一位
老太太指着一个卖旧衣服的摊主说，“这6
件衣服，样子都太老了，40元，我都要了。”
旁边一个大爷卖文玩手串，身边铺着一块
破布，布上放着一些手串、香炉、核桃，老

人坐在小马扎上，与旁边的摊主聊天，身
后还有一辆电瓶车，上面还挂着不少货
物，看到记者走过来，也不介绍，就说一句
“看哪个顺眼，价钱好说”。记者连忙询
问，“摆了多长时间了，能赚钱吗？”摊主
说：“刚摆没俩月，商品利润低，挣不了啥
钱，就是找个聊天解闷的地方。”附近住户
刘先生告诉记者，这条路乱了一段时间
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整治一下。

河北区月牙河街综合执法队的工作人员
介绍，该路段确实属于占路经营摊贩集中点
位，主要经营一些闲置杂物。月牙河街办事
处多次对该处进行治理，因为摊主老人居多，
所以一直采取劝离为主的管理方式，但效果
不佳，执法队一走又回潮。今后，月牙河街将
加强对该路段的治理力度，进行盯岗处理，防
止回潮。同时，引导摊主进入密闭市场，满足
群众的相关需求。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本报接到河东区上杭路街来安
里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正在进行老旧
小区改造，这本来是一件关乎民生的好
事，但施工过程中对质量把控不严，管理
松懈，导致出现不少问题，“群众拍手叫好
的民生改造，却给大家生活带来了困扰。”

居民王女士介绍，在这次改造中，小
区内外道路都重新铺设沥青并压实，但明
明是新改造的路，有些地方边缘处就像
“碎石路”，用手都能把碎石拆走。在她提
供的几张照片中，记者看到，新修的路边
缘位置沥青铺设不密实，有不少碎石散
落。“路面不是水平的，好多有井盖的地方
周围都没有处理好，井盖高于地面。”居民
张女士说，施工中还存在工程垃圾长时间
堆放在小区内未及时清理，夜间施工至第
二天凌晨1点多的情况。尤其是住在低楼
层的居民，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外面灯亮
着，车辆作业的声音和工人们说话的声音
夹杂在一起，太扰民了。建筑工地每天22
点之后都不允许施工，小区里的工程，居
民就在旁边楼内，却还夜间施工，你说让
我们怎么能休息好？”住在一楼的王大爷
无奈地说。居民们多次与施工单位工作
人员交涉，也多次向居委会反映这些情

况，但并无明显改观。
10月26日，记者找到了来安里小区社区

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
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居民反映的夜间施
工问题，他们及时联系了施工单位整改。至
于其他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质量和管理等问
题，组织施工的是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他们已经逐级上报街道，区里也掌握这个情
况。最近，施工单位正在逐一改进。

记者在小区里走了一圈，小区的改造基
本完成，少量施工车辆和工人在小区内忙碌
着。路面多处可以看出“修补”的痕迹，道路
边缘和井盖周围尤为明显。小区里仍有个
别点位的工程垃圾没有运走。

利民惠民工程如何把控质量？记者
联系到来安里改造的主要施工单位中国
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他解释，受到疫情影响，在对小区道
路铺设沥青时赶上核酸筛查，当天13点才开
工，因为沥青铺设过程中不能中断，只能连夜
施工，直到凌晨两点多才完成。另外，又因居
民上下班交叉干扰、夜间照明不足、施工人员
夜间责任心不强等原因，造成雨污水井口及
路缘石周边细节处工艺较差、部分井口与路
面平整度存在较大偏差等施工缺陷。为了严
格控制疫情，不能增加河东区以外的工人进
场，在对施工缺陷修复过程中工人少，导致整
改不够及时、工程垃圾未及时清运、扰民等问
题。对此，工程项目部组织管理人员对小区
道路施工部位全面排查，对检查出的问题逐
一落实整改。“问题全部整改完成后，我们要
通过各方层层验收，才算正式完工。我们一
定把居民反映的问题都处理好，保证施工质
量，争取让大家满意。”负责人表示。

■ 本报记者 黄萱

“我们小区的楼房年头长了，外檐脱落
严重，每逢下雨屋内必漏。”近日，本报热线
23602777接到市民冯先生的反映，冯先生
希望有关部门能修修小区外檐，解决百姓
的难题。

冯先生介绍，西青区广悦里是1996年
建成的房屋，是6层到顶的红砖楼。“房子已
经有26年了，现在楼顶和外墙老化严重，别
的还好说，主要是一下雨，存在大量漏雨的
情况。”一到雨季，外头下大雨，屋内下小

雨，尤其是顶楼的居民，更是苦不堪言。由
于是老旧小区，没有物业更没有维修资金，
多年来，每逢家里漏雨，居民就自掏腰包来
维修。修的次数多了，居民发现自己修治
标不治本，只能解一时之忧。冯先生说：
“我听说‘平改坡’的改造能很好地解决漏
雨的问题，不知道我们小区能不能进行这
项改造？”

记者来到广悦里小区，小区只有一
栋楼，共 10 个门，200 多户居民，从楼下
看上去，楼体外墙有很多开裂和破损，其
中大部分在顶层附近，也有一些外墙脱

落的现象发生在三四层，楼体连接处有
大面积的开裂现象，管道也破旧不堪，整
个小区十分老旧。而居民家中漏雨残留
的痕迹仍在，虽然修修补补，但墙面始终
不能恢复到最初那样平整，甚至墙面的
颜色都不同。

西青区住建委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记者
称，2023年的旧楼改造项目名单中并没有
广悦里。另外，居民所提及的“平改坡”也
已经不在旧楼改造的项目中。记者又联系
了西青区杨柳青镇，相关工作人员说：“经
核实，广悦里被纳入镇里老旧小区改造的
计划中，主要修缮的内容也是外檐损坏的
部分。”工作人员称，虽然没有“平改坡”，但
也会在修缮外檐中竭尽全力，避免漏雨的
情况再次发生。

老旧小区改造，是惠民利民的好事，它一头

连着民生，一头连着民心。对于关乎切身利益

的项目，群众会密切关注工程的各个方面。而

且施工就在群众眼皮子底下进行，过程是否规

范、干得成果如何，群众心里像明镜一般。施工

过程中扰民、垃圾清运不及时和施工过后修修

补补这种“粗放型”施工不可取。老旧小区改造

必须把好质量关，并完善质量事中事后监管机

制，压实建设主管部门及建设、设计、施工、监理

等参建单位质量安全责任。这样

才能让群众放心，也才真正能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老旧小区改造 好事还要办好

记者

手记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文并摄

“我们家门口的小区绿地终于干净了，这看着多痛快、多舒
服啊。”家住河东区华庆里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据了解，小区
属地街道春华街工作人员发现华庆里小区门口绿地上屡有大件
杂物，然而多次清理后，仍然屡禁不止。为此，工作人员尝试先
用挡板将该片绿地圈起来，让习惯在此倾倒杂物的居民无法堆
放。“我们先围起来，然后准备在这里安装监控，告诫居民不要将
杂物堆放在绿地上，慢慢培养居民良好的生活习惯。”该街道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他们除了及时清理堆物外，下一步通过有效科
学的管理模式，引导居民慢慢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一起呵护自
己的家园。

还绿地一片清洁，让杂物不再堆积。本报曾于7月23日和
10月15日刊发了《绿地上“清不完”的废旧桌椅床垫》《杂物围堵
小区门 街道及时清理》两条稿件，反映目前很多小区居民存在
随意丢弃大件生活杂物的情况。
“我们也不想随意丢弃这些大件杂物，可确实没地方安置。”

家住和平区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家中的家具使用多年，也到更
新换代的时候了。“人家家具厂嫌家具太旧了，没有回收价值，只
好自行处理。扔小区里，垃圾存放点堆不下，还影响邻居通行，
只好就近扔小区门口了。我们也知道堆门口不合适，可是放哪
呢？”采访中，记者发现有此观点的居民不在少数。

一位社区工作者告诉记者，他们也想到了一些处理办法，
“环卫车辆很难搬运大件杂物，需要调运大型车辆清运，无法
做到第一时间清理。调运一次成本挺高的，最经济的办法就
是集中处理一批。我们一般会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引导
居民堆放，让社区网格员随时关注及时上报，达到一定程度组
织车辆清运。”

随着城市发展，市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具更新频率越来越
快，大件家具的处置让居民伤透了脑筋。“乱扔不合适，不扔没地
放。”为了解决这一现状，各区社区工作人员也在寻找好办法，在
实际工作中解决大件杂物堆放问题。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日前，家住北辰区双街镇星安庭院的
居民反映，小区附近在建工地内，工人露天
进行喷漆作业，气味难闻，影响环境。

居民刘先生介绍，旁边在建的是半湾
生活广场，停工很长一段时间了。前几天，
突然有一批工人进驻工地，看似是要复
工。他们露天进行喷漆作业，浓重的油漆
味儿扩散出来，“周边不少居民都闻到这股
刺鼻的味道了。”刘先生说，露天喷漆作业
在我市是明令禁止的，希望管理部门尽快
制止工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臭氧污染会影响大气环境，而臭氧的
生成前体污染物就是挥发性有机物及氮
氧化物排放，露天喷漆就会排放这样的污
染物。《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明确规
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经营
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
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
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我市几年前就在全市范围内严格禁止露
天喷漆作业。
“一般来说，喷漆作业需要在喷漆房内

进行，还要有VOCs（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处
理设施，工地露天喷漆是违反规定的。”北
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工
作人员表示，接到反映后，他们立即前往工
地调查。该项目前期的施工总承包单位为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由于资金
等原因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近期，天津二
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欲承接该项目，对施
工场地进行整理。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
存在明显的喷漆痕迹。负责人称，因项目
停工时间较长，整理场地时为了美观，使用
油漆对部分生锈的脚手架进行了防锈处
理。因为不了解相关规定，草率进行了露
天喷漆作业。目前已经意识到错误，会立
即整改，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

■ 本报记者 黄萱

如果你刚搬进新家，新鲜劲儿还没过，
却发现地下室常年被水浸泡，会不会很烦
心？尤其每次下过雨后，地下室甚至成了
“深水池”，其蔓延出来的臭味儿即使在二
楼也能闻到，这让居民们苦不堪言。日前，
河东区环秀西里的居民宋先生拨打本报热
线23602777反映，“该小区17、18、19号楼
地下室常年积水，我们担心长期如此会影
响楼体的承重。”

宋先生介绍，前不久的一天家里的下
水堵塞，于是想到地下室看看，“我从楼梯下
去，没下去几级台阶就看到积水，我用小木
棍试探了一下，有50多厘米，而且没到底。”
宋先生一年多前搬到环秀西里小区居住，
他向邻居打听，只有17、18、19号楼地下室
有积水，而且积水已经有很多年了，“据说几
年前还有人来抽水，最近几年没人管了。”

居民介绍，地下室的管道有漏点，加上
雨水进入地下室，常年形成了很深的积
水。宋先生说：“我们居民担心长期积水会
对楼体安全造成影响。”

记者联系河东区东新街，公共管理科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小区之前是由一家企
业管理，前不久才移交到街里。“我们也是
刚刚知道这个事情，但人手也有限，也不专
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小区没有物业，平
日的卫生都由街里来管。经记者多方协
调，工作人员称：“我们又联系了之前那家
企业，他们尽快派人来将地下室的积水抽
干。”目前该街也在研究彻底根治的办法。

地下室被水浸泡

街道想法根治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今年6月5日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明确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
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可家住北辰区佳荣里
街井田公寓北院的居民却饱受底商一家奶茶店高音广播喇叭的
骚扰，广告从早循环播放到晚上，严重扰民。
“欢迎顾客来到奶茶店，本店……”居民殷先生介绍，每

天从8点多开始，奶茶店的高音广播喇叭就开始循环播放这
段广告，一直持续到晚上，最晚时到23点，很扰民。“在家里
紧紧关闭窗户，还是能够清晰听见这段广告的每个字，我都
快能背下来了。就像有人一直在和你说话一样，时间长了受
不了，也影响休息。”殷先生说，他多次反映，民警每次执法
后，奶茶店老板只是把音量放小一点儿。第二天，情况依旧，
他很无奈。

目前，对于社会生活噪音，主要是由公安部门来执法。据公
安北辰分局治安管理支队主管干部刘朋介绍，经过现场调查，殷
先生反映问题属实。民警当场制止奶茶店噪音扰民行为，对负
责人及员工进行批评教育，并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负责人也
承诺不再发生噪音扰民行为。下一步，民警将加强对该区域及
周边巡逻，有扰民情况将立即劝阻制止，对屡教不改的行为人依
法处罚。另外，沟通居委会、物业、志愿者等组织及个人，协助民
警在佳荣里街辖区内加强巡逻，积极宣传噪音扰民行为的危害，
制止噪音扰民行为。

记者从公安北辰分局获悉，今年6月以来，该局共接报19起
噪音扰民投诉，属地派出所民警均能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对行为
人进行批评教育，同时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