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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价不公示 监管不到位 维权不容易 把关不严格

莫让聚合平台成违规网约车据点

环卫工工资一欠大半年
用人单位：筹措资金年底前确保发放

丽江道地道
光线有点“暗”

入住七年没成立业委会
静海香醍名邸小区难题如何破解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十年没管住千里堤占路摆卖
街综合执法：现已成立占路经营治理专班

23克紫菜
79克包装

■ 本报记者 赵煜 文并摄

市民王先生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
反映，红桥区丁字沽一号路绥中路至唐家
湾横堤不到300米的道路，每天被堵得水泄
不通，而且一堵就是半天，原因是,屡禁不止
的千里堤早市在“横行霸道”。

11月14日上午9点30分，记者跟随导
航前往市民反映的丁字沽一号路，从双环
路右转进入辰永路，靠近郭辛庄桥时，导
航线路就已显示前方“黄色”拥堵，快到唐
家湾横堤，导航线路变为“红色”，300米
道路预计通行时间6分钟。记者停车步
行，从唐家湾横堤开始，马路上的非机动
车就一辆紧贴着一辆停放。丁字沽一号
路是双向三车道，每天上午都会“凭空”少
一条，因为这条车道上停满了电动自行
车、老人代步车以及少量汽车，根本无法
通行。大量摊贩占据了整条非机动车道
以及人行便道，导致购物的市民将机动车
道直接当成停车场。

300米长的道路上，有一个千里堤古
玩城、一个千里堤市场以及一个批发市
场，但市场拢不住摊贩，占路摆卖的摊点
也是一个挨一个。

记者分别扫码进入古玩城和千里堤市
场，发现这两个市场内摊位出租率都比较
高，但不少摊位上只见商品，不见摊主。“人
都在外边摆摊了，这里进不来人。顾客都
在马路边，我们也就跑出去卖货了。”一位
进入市场搬货的摊主告诉记者，“想买东
西，外边聊。”相比市场内的冷清，马路上的
生意的确火爆，不少摊点被围得水泄不通，
总能听“别踩着东西”的提醒声。

记者询问一位卖鸟的摊主，“来这摆
摊多长时间了？”

摊主回复“少说五六年了。”
“没进过市场里面吗？”

“以前里面有个摊，但看着不如外面
人多，还要交摊位费，这不就把摊位退了，
改成每天上午过来摆摆。”
“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有人出来摆

摊，占据了整条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便
道。我们只能被迫走到机动车道上。”投
诉人王先生说，这里每天都拥堵，周末更
甚，千余人同时在这里闲逛。
“有些摊主把地摊摆到了机动车道，我

开车通过还得摇下车窗看看别碰到他们地
上的东西，真是太难了。”紧邻这条路的复
印小区居民表示，“路边就有市场，可这些
摊主就是不进去。虽然能看到综合执法人
员出现，却不见摊贩摆卖现象有所收敛。”

丁字沽一号路千里堤市场前的占路

摆卖问题已经持续了十余年。从2008年开
始，就经常有关于丁字沽一号路占路摆卖以
及相关治理的报道，但至今问题依然存在。

交警红桥支队丁字沽大队称，他们每天会
对违停汽车进行管理，但对于停在路边的自行
车，电动车，管理起来却十分困难，不能没收车
辆，又找不到车主现场处罚。

红桥区咸阳北路街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千里堤占路市场，形成时间久
远，经营人员大都为中老年人群，虽多次治
理，占路摊点已逐渐缩小，但此地占路经营问
题仍是街办事处执法工作的难点。

综合执法队已经联合多个部门成立“千里
堤周边占路经营治理专班”，将持续开展综合
整治工作，力争尽快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双11”大促落下帷幕，而留下的“后
遗症”却还在发酵。活动初始优惠价比最
后一天贵几百元；言之凿凿的全程价保，
却设置了多门槛；辛辛苦苦刷任务得来的
红包，有效期突然缩短……面对系列问
题，商家平台互相“甩锅”，消费者维权难。

消费者刘先生反映，10月28日，天猫
苹果官方旗舰店上线了天猫“双11”活动，
“10月31日20时，在第一波活动中，我领
取了天猫发出的550元优惠券购买了苹果
手机。11月11日下午天猫又发放了‘750+
50’元优惠券，当天购买同型号苹果手机价
格直降250元。”事后，刘先生找到天猫苹
果官方旗舰店的客服人员，希望退差价，
对方称优惠券是平台发的，应该找平台。
天猫客服人员拒绝退差价。“在天猫‘双
11’宣传页面，写明全程价保，我当天买手
机时页面也没有明显提示苹果官方旗舰
店不参加价保活动。”刘先生说。

记者联系了苹果官方旗舰店的客服
人员，对方表示，该店不支持退差价或补

价更换产品。而天猫客服答复，大促期间
优惠实时变动，无法退差价。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各个电商平台对
于价保约束条款比较多，且并非全部商品
都支持价保服务，详细规则更是“隐藏”较
深，消费者很难注意到。比如，淘宝天猫
的价保规则，需要点击“我的淘宝”页面下
方的“官方客服”，找到“价保中心”入口，
进入后在“价保记录”下方有一行灰色小
字写着“价保规则”，点击进去才是详细条
款，不仔细找很难发现。 关于价保方面
“约束”条款也较多，例如红包（含消费
券）、百亿补贴、天猫购物券、淘金币抵扣
等不支持价保，商品被下架删除等情况也
不支持价保。京东则是含赠品的订单、商
品为套装商品不支持价保，若商品已下架
或在京东网站中已搜索不到此商品、领取
除店铺券以外的其他优惠券导致商品价
格低于原购买时价格，也都不支持价保。
“每天辛辛苦苦花一两个小时，帮淘

宝看广告刷任务，还要组队PK，辛苦了10
天获得了70多元的喵果红包，可没想到
今年淘宝临时缩短红包使用期限。我在

11月 11日 23时 59分提交订单时因为购
物人数太多，淘宝‘崩’了，订单提交失败，
导致优惠券过期。”消费者肖女士说，今年
淘宝将红包有效期从48个小时缩短为41
个小时。但这么重要的信息，活动页面和
领取红包时均未提示。消费者只有到“我
的淘宝”优惠券里查看，才能在红包下方
发现有一行小字标注着使用期限。在网
上投诉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
反映相同的问题。记者联系淘宝客服，对
方表示，红包一旦失效，无法补发。

市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陈云奎认
为，价保规则、商家是否支持价保、红包使
用期限等都属于在促销活动中与消费者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购物平台应以显
著方式告知消费者。天津大学法学院刘
海安教授认为，部分电商平台未能提供查
询相应商品是否在价保服务范围内的便
捷途径，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而对于红包使用期限等重要信息，仅以
“小字”呈现，未能有效告知消费者，侵犯
了消费者知情权，从法律上说，告知内容
不具有效力。

■本报记者 高立红

静海团泊西香醍名邸小区一百余户业主入住多年没有成立
业主委员会，无法自主选聘物业公司。

该小区位于静海区华康街，第一批业主入住时，是长城物业
公司提供物业服务。今年4月，长城物业公示退出，街道居委会
组织选定世茂物业天津分公司进驻，遭到业主反对。该小区70
多户业主联名主张成立自己的业委会，自己选聘物业公司。

业主孙女士介绍，三年前业主们就提出成立业委会，没获
准。业主沈先生说，小区目前有120余户入住，业主代表们今年
3月份再次找到华康街道办事处，提出成立业委会，依然被拒，
理由是香醍名邸小区还没开发完。

属地伊山郡居委会王玥斌书记表示，长城物业撤出后，因为
香醍名邸小区没业委会，居委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代为执行换
物业事宜，制作公告在小区张贴并在业主群发布，要求报名的物
业企业提供相关资质证明，组织业主代表投票。表决结果是：58
票同意，57票反对，新物业公司获准进驻。

静海区住建委物业管理中心负责人刘要武表示，香醍名邸
是分四期开发。已入住的一、四期是别墅，目前有100多户，二、
三期为高层洋房还没开发，也没办销售许可。按照国家和我市
相关规定，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只能有一个物业服务企业和一个
业主大会，该小区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条件。刘要武介绍，民法
典278条规定，选举业委会为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表决，用香醍名邸小区已开发和没开发的全部户数作分母，现
在已经入住的业主在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上远远不足三分之
二。因此该小区没法成立业委会。

业主们对此并不认可。沈先生说：“从2013年开发到现在近
11年了，我们旁边还是大坑，已入住的业主就一直等下去吗？”

民法典“双三分之二”规定给业主共同事项表决提出了人
数要求，这个法条的立法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业主权利，而
不是为保护业主权利设置障碍。业主们认为，一方面，相应的
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应当尽快按民法典要求作相应调整，以
便更具操作性；另一方面，即使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相关
部门也应该按照便民高效原则妥善解决他们的现实问题。
《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遵循

相对集中便于管理的原则。业主们找出当初开发商给的布局图，
一四期相连，集中在南部，二三期大部分在北部和东北。据此，业
主们认为，现有规定下，相关部门也应支持他们成立业委会。

王玥斌表示，居委会希望香醍名邸小区有业委会，还专门向
上级反馈并研究，但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本来工资一个月一发，今年从3月份起到现在还没发过工
资。”近日，在西青区李七庄街鑫通道清扫的环卫工马秀莲向天
津日报反映，希望早点发下工资来，缓解一下她紧张的日子。

马秀莲说，她今年60岁，在中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从事环
卫工作三年了。她负责打扫的鑫通道位于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旁，来往的人多，作业量比较大，特别是落叶季以来，工作量
加倍。可是工资迟迟没有发下来。“我日常没有太多积蓄，现在
一拖七八个月不发工资，日子越过越紧张。”

马秀莲穿着防寒服，戴着头盔，双腿膝关节还裹着一尺长的
棉护膝。她双手抱着扫帚，一边扫，一边诉苦。“前些天，不小心被
电动车碰了，右腿受了点儿伤，还没好利索，每天拖着伤腿扫马
路，不容易。”记者于11月10日来到中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该
公司负责人崔振强说，公司确实自今年3月起开始拖欠员工的工
资，100多人共计拖欠了200余万元，公司管理层包括他本人正在
积极想办法，最迟在2022年年底之前把工资给大伙儿发下来。

记者从李七庄街道办事处了解到，中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是街道购买第三方扫保服务的承接单位。因为种种原因，目前
确实拖欠了该公司的部分款项，街道正在走手续，争取早点儿把
拖欠的钱给该公司补上。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并摄

修建公厕原本是为方便市民，可家住
河西区郁江道名郡大厦的居民却为了建
在小区大门正对面的公厕而烦恼，“这个
公厕建的地方令居民感觉不太舒服。”

居民陈先生介绍，最近几天，郁江道另
外一侧突然建起一座公厕，“这座公厕太靠
近小区了，希望相关部门可以考虑下居民
的感受，调整一下公厕的位置。”

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厕距离小区大门
20多米远，紧邻着一个公交站。公厕未开
放，四周围着蓝色挡板，大门紧闭，内部水
电等还未接通，设施也不齐全。

记者联系了河西区城管委环卫科，工
作人员表示，公厕选址在名郡大厦对面，因
为附近有五号堤路公交站，还有绿道公园，
市民使用厕所方便，“之前选址时欠考虑，
没有想到公厕对面有小区大门的问题。”工
作人员表示，他们已充分采纳居民的意见，
准备将这个公厕迁走，重新选定的地址在
郁江道与友谊路交口处。因公厕内部水电
均未接，只是将整体框架吊装来，近两三天
就会将其移走。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市民程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西青区丽江道地道内路灯
只有晚上亮，白天不亮，地道内光线暗，骑
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市民进入后很容易因
为视线不清出事故。

程先生介绍，地道内分为机动车道和非
机动车道，白天地道内路灯不亮，比较暗，
“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人进入地道，从太
阳光下突然进入光线暗的地道，眼睛一瞬间
不能适应，很容易摔伤。”程先生希望非机动
车道路灯可以24小时开启，方便市民通行。

11月15日，记者在白天时段于地道里
走了一圈，发现确如程先生所说，从外面进
入地道，光线瞬间变暗，眼部一时不容易适
应，过了十几秒钟才渐渐好起来。

丽江道地道目前还未移交，管理权归
属施工单位天津城市道路管网公司。记者
联系了该公司，项目负责人表示，按照《公
路隧道通风照明设计规范》要求，只有在隧
道长度超过100米时，按照24小时亮灯进
行线路铺设。丽江道地道长度72米，作为
建设单位，该地道是按照晚上照明设计规
划组织实施建设的，“现在机动车道和非机
动车道使用的是一个线路系统，由一个开
关键控制，只要开启路灯，两个车道均会亮
灯。如果要非机动车道在白天单独亮灯，
要重新施工，将线路重新规划。”负责人表
示，现在项目已完成决算，他们会积极向上
级单位反映这个问题，看能否申请到资金
重新铺设线路。

■ 本报记者 黄萱

“双11”前后，线上线下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促销活动。购
买激情过后，线上反馈有“雷”，线下也是不断有“坑”。一包紫
菜，包装用的塑料膜占总重量的80%，市民李女士向本报热线
23602777投诉，“事不大，但让人气愤。”
“双11”前后几天，线下的各大商超推出促销活动。李女

士在南开区一农产品促销展上购买了一包“精品优质紫菜”，
价格是8元。“我当时看紫菜挺厚实，也沉甸甸的，就买了。回
家打开包装，发现里面堆的全是塑料膜，紫菜就薄薄的一层。”

李女士将购买的紫菜包装还原，原封不动地拿给记者。
紫菜从外包装看确实厚实，厚度将近10厘米，重量也不轻。
而其中的紫菜呈“U”形摆了半圈，中空部分被填满了塑料
膜。称量了一下，紫菜的重量为23克，包装的重量为79克。
记者仔细查看发现外包装上有一行小字，“总重量是100克，
净含量为26克。”
“23克紫菜，79克包装，这算不算过度包装？”李女士气愤

地表示。记者拨打了包装上生产厂家滕州市全珍食品有限公
司的电话，一位男士在电话中表示：“这就是过度包装，但经销
商要求，我们也没办法。”市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
一包紫菜价格不贵，但如此包装的紫菜在大量流通过程中势
必造成运输、仓储费用的增加。这就是浪费，应当制止。

公厕修在
小区大门正对面
有关部门正在重新选址

近年来，不少市民在使用网约车出行
软件打车外，通过高德、美团和百度等平
台也能享受打车服务，其中不少市民觉得
使用这类平台打车不但车费便宜，而且选
择多了，“这些平台也组织网约车服务，这
可省事了，使用一个App软件，就能享受到
多种服务，省得下一堆软件占内存。”“我
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或者美团，能同时
选好几个网约车平台，提供不同报价，我
就找最便宜的。”

这些平台是否具备网约车平台资格
呢？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被冠以“聚合平
台”之名的打车平台，对外宣称自身并不直
接招募驾驶员和组建车辆，而是将获得“三
项许可”的平台公司、车辆及驾驶员引入平
台，进行供需整合，挂靠在平台下，以营利
为目的从每单行程中收取费用。

聚合平台存不正当竞争

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市民反
映，在高德等聚合平台上接的单，价格比
较低，且调价行为频繁。“按照相关要求，
网约车企业调整价格和规则是要在自己
平台上公示，这没事就随意调价，也太儿
戏了吧。”通过调查，记者了解到，2019年，
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深
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其中对网

约车平台公司调整定价机制或者动态加
价机制，要求至少提前7日向社会公布。
“在这些聚合平台上的入驻者，很多是一
些规模小、用户少的中小网约车企业或者
是网约化的出租车公司，它们缺乏流量支
持，难以获客，只有依附于大流量平台生
存。”一位长期跑网约车的司机王先生告
诉记者，“我在高德平台跑过一阵子，每天
订单量是真不少，一天跑七八个小时能有
二十多单，不过价格是真低，而且经常变
来变去。”

11月初，针对违规调价问题，天津市
市场监管委联合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约谈
了高德导航平台及平台内的妥妥E行、及
时用车等六家网约车企业，明确对网约车
价格的监管要求，进行法律法规提醒告诫
并发放提醒告诫函。

合规与安全漏洞较大

根据11月初交通运输部最新通报的
网约车运行数据，首次公开了网约车聚合
平台接单数据，完成1.41亿单，占网约车平
台接单量五分之一，其中按订单合规率由
高到低的分别是美团打车、滴滴出行、携
程用车、百度打车、高德打车、花小猪出
行、腾讯出行。从聚合平台接入的服务商
结构看，几家合规率排名靠前的聚合平
台，接入的是首汽约车、曹操出行等主流
网约车平台，这些平台本身管理规范、合

规化好，在聚合平台合规订单结构上优势
明显，乘客体验也更安心。
“师傅不好意思啊，我这手机没电了，

让朋友帮我约的车。”日前，记者以乘客名
义通过高德约了一辆携华出行网约车，
“没事，不用扫码，您就上来吧。”师傅毫不
犹豫地说。“咱们平台平时有什么学习
吗？”“学啥啊，每天单子都接不完，再说也
没人要求啊。我们在平台上注册完了，就
跑起来了。”采访中，网约车行业内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网约车驾驶员必须接受相关
培训28个学时，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职
业道德、服务规范和安全运营等知识。

聚合平台、网约车平台互相扯皮

“我通过高德平台打车，从河东区汉
庭酒店到万新街远翠西里，还没到地方
系统显示到达，司机就让我下车了。我
向平台多次反映，定位不准问题一直没
解决。”“全程 3.06 公里，乘车前预估价
12.87元，最后结账18元。”“我从宝坻到
天津站，原价154元，结果开了400多米，
师傅说他今天限号，不能拉了，让我换车
重新打，结果自动扣费，我找高德平台要
退款，一直没人理。”“我用‘高德’叫了网
约车，在途中和司机出现纠纷，一直没有
解决。”日前，众多市民和网友通过不同
渠道反映，通过聚合平台打车后遭遇维
权困难的问题，聚合平台让找网约车平

台解决，网约车平台甩锅回聚合平台，来回
扯皮，最终市民只能拨打市民服务热线
12345或报警寻求解决办法。

聚合平台准入问题凸显

今年6月，郑州一位学生在乘坐由高德
打车平台派发的有象出行网约车时，发生车
祸不幸去世。当地交警支队认定，有象出行
的司机不用担责，但随后调查结果显示，死者
所乘坐的网约车缺少运营证件，属于违法载
客，而高德打车在这过程中没做好审核工作。

聚合平台对接入的网约车企业以及司机
未尽到审核与把关责任的问题凸显，那么聚
合平台需要因此担责吗？应该承担什么样的
责任？

今年7月初，在天津发生过一起妥妥E
行司机抗拒执法，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情况，
最终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妥妥E行正是
挂在高德平台下运营的。通过天眼查，妥妥
E行，自2022年1月1日至11月15日，被多地
交通部门行政处罚358条。

根据我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从
事网约车经营的，要求在服务所在地有相应的
服务机构及线上线下的服务能力。一位做过
网约车司机、后来转型帮助部分平台合作公司
招募司机的李师傅告诉记者，“聚合平台接入
的网约车平台鱼龙混杂，有的小平台连单独的
办公场地都没有，甚至有的是委托代理给本地
的合作公司，谈不上什么线下服务能力。

线上“双11”
后遗症发酵这些问题维权难

“价保规则”难找“喵果红包”设限

线下“双11”

过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