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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花园唯一充电设施惹争议
业主出具安装材料涉嫌作假 网上“代办”灰色产业链浮现

坑挖了七年 树没种一棵
河东区城管委园林科：明年春季栽植

■ 本报记者 赵煜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并摄

有的开在便道边 有的设在货车里

这些临时“快递驿站”须规范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

海河·回音

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始终不同意安
装的新能源车充电设施出现在小区。
谁同意安装的？谁给出具的证明？谁
给盖上的公章？一系列问题让河西区
景观花园业主不明白，物业公司也是一
头雾水。

业主王女士介绍，充电设施大概是11
月中旬出现在小区里的，位置在18号楼附
近，“我家也有新能源汽车，之前多次找到
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希望在小区安装个人
充电设施，都被拒绝了。”此事发生后，王
女士首先联系了国网天津城南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个人申请安装充电设施，必须
提交由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盖章确认的材
料。经过查询，景观花园这一处充电设施
的申请人当时提交了这份必备要件。之
后，王女士又找到了居委会和物业，两方
都很肯定地告诉她，并未同意任何业主在
小区安装充电设施，也没有盖过章。“问题
究竟出在哪儿？”王女士等业主心中的疑
团越来越大。

记者联系了国网天津城南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景观花园业主当时申报安装充
电设施时，提供的三份材料里都有小区物
业公司即天津市正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的公章。记者也看到了这三份材料，分别
是同意安装充电桩供电设施的函、车位及
允许施工证明、安装位置照片打印件，上
面物业公司的章清晰可见，盖章时间为10
月31日。

记者找到了天津市正坤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的负责人核实情况，对方称景观花
园小区所有需要盖章的材料都要经过他
同意，但他从未看到过这三份材料。那材
料上的公章怎么来的呢？负责人对比了
材料上的公章和该公司的公章后，很肯定
地表示，“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公章。我们
怀疑有人冒用公司的公章。”

之后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与业主
沟通，对方承认是花钱办的这些材料，“我
们已经要求他自行向电力部门申请拆除
充电设施，否则将采取法律手段处理此
事。”目前，该业主已同意拆除。

业主有需求 物业有难处

记者调查中发现，景观花园有不少业

主都有安装充电设施的需求，但物业也有
难处，“景观花园内没有固定车位，楼前楼
后都不能停车，只在小区环形通道上设置
了800多个停车位，但这些车位不是固定
的，业主先到先停。如果同意安装充电设
施，等于默认业主可以独享车位，对其他
业主来说不公平。”

对于业主出具的安装材料涉嫌作假
一事，国网天津城南公司表示，电力部门
无法辨别公章的真伪，只要申报材料齐
全，就可以批准安装。

此次事件暴露出了业主急切盼望
安装充电设施需求与小区现状不允许
安装之间的矛盾，不解决，可能还会引
发其他问题。对此，物业负责人表示，

社区居委会与物业一直在研究这个问
题，计划安装公共充电设施，目前正在研
究选取点位，后续还要走征求业主意见
等流程。

网上代办文件造假 买卖双方涉嫌违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因为个人充电设施
安装难，目前衍生了一个灰色行业——代办
新能源充电设施的报装申请材料。这些“代
办人员”混杂在几个闲置商品交易平台上，以
“安装充电设施申报材料指导”“提供材料范
本”为名招揽生意，声称可以“包办”整套材
料，包括私刻公章。

记者联系上了一位“代办人员”，对方说
需要提供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的名字，最好
有二者对外张贴的带有公章的各种告示照
片。他可以刻居委会或者物业公司的章，而
且手里有报装申请材料的范本，付款后先直
接发送盖好章的电子版材料，再把纸质版通
过快递寄给买家。而这一整套材料，只要
100元出头就能解决，“一般国网电力公司只
管有没有公章，他们识别不了真假。如果有
人问你，你就说车企给你代办的，查出来也和
你没关系。”

真的如“代办人员”所说，买家没责任
吗？记者从警方了解到，《治安管理处罚法》
明确了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
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私刻公章是违法行为，买卖双
方都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市民王女士近日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娄山道（昆仑
路至月牙河南路）路段，道路两侧的人行便道上有很多土坑，市
民行走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处理。

11月28日，记者在现场看到，道路两侧的人行便道上的确
有不少土坑，土坑四周用石砖围成正方形，长宽均为1米左右，
土坑之间距离3米左右，记者粗略数了一下约有40多个。有的
土坑已被砖头填平，有的土坑内存了不少垃圾。此路段有雅仕
兰庭、金月湾等多个小区。“从7年前入住，便道上就有这些土
坑，看着和外面的绿化树坑一样，但一直没见栽树。”家住雅仕兰
庭的王女士称，她经常来这里遛弯，稍不注意就会被坑绊倒。

记者联系了河东区城管委园林科，工作人员回复称，接到市
民反映，园林科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人行便道两侧的
土坑，其实是栽种树木的树穴，当时建设单位只移交了两侧绿
地，并没有移交行道树和树穴。经统计，此处需要栽种40余棵
树木，现已纳入到2023年春季栽植计划当中。

小区无驿站，快件摊在便道上让收
件人自己翻找；小区驿站有变，厢式货
车也能充当发放点……快递不能送货
上门如果还能接受的话，这种随便堆、
随便取、随便发的取件方式就有点让人
不能接受了。日前本报接到多起这样
的投诉。

11月 5日记者在东丽区程永道汇莲
美苑和汇莲馨苑门口看到，成堆的快件
无序地堆放在便道上，延绵出去 20 多
米。几位小区住户正在一堆堆快递中
寻找着自己的名字，“这样的情况持续
好几天了，不管什么天气，即便是下雨
天，快件也在这里扔着，我们邻居就因
此丢了件，一团乱。”家住汇莲美苑的张
先生说。

汇莲美苑和汇莲馨苑两个小区都没
有驿站，快递公司把派件的任务承包给
了一个团队，这团队五六个人，他们进不
了小区、上不了楼的时候就在便道上分
发快递。正在翻找快递的刘女士给记者
解释。

记者联系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回复称，汇莲美苑和汇莲馨苑共5000
多户居民，日均快件量1000多件。原来
居民楼开了一家驿站，业主认为有安全
隐患，只开半天就关停了。快递公司委
托了五人团队来负责送小区快件，后来
因派送员被隔离，导致“双11”期间快件
大量积压。

该负责人表示，已经计划在小区里租
用物业用房建驿站，目前仍在协商中。

河西区名都公寓的快递驿站最近变

成了一辆厢式货车。小区居民李先生介
绍，货车车厢摆了三个快递架，一名快递
员守着车厢门，帮忙拿快递。这辆车就
停放在14号楼旁边，处于小区外的马路
上，周围人来人往。李先生说：“我们向
街里反映过，但得到的回复是不属于占

路经营，所以他们管不了。”
厢式货车驿站的所有者是中通快递，

其客服回复称，中通快递和小区快递驿站
一直有合作，但今年“双 11”后终止合作。
“我们目前用货车车厢来做临时驿站，后期
会做调整。”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11 月 18 日，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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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报道了西青区李七庄街
负责城市道路清扫保洁的部分环卫工
被拖欠工资的事，刊发后引起关注，中

华全国总工会和天津市总工会分别转
发并呼吁重视。

属地西青区李七庄街道办事处高度
重视，责成专人协调街市容、环卫、工会、
劳动保障等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本
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态度，积极协
调，抓好落实。

截至11月24日，天津市中联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工资已发放到位，累计发放工资款
239.64万元。该公司承诺，将做好财务统筹，
确保职工工资按时发放。
李七庄街道表示，将认真落实属地责

任，切实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同
时，加强对中联公司的监管力度，做好职
工权益保护，坚持举一反三，防止类似问
题发生。

北辰区宜兴埠盼盼幼儿园一位家长向天津日报反映，该园
大班老师通过班级群通知家长要开收费军警课，每人260元。
家长认为，孩子才5岁，不适合开这样的训练课，只是碍于面子
勉强交费。10月缴费后，又给退了，近日，又要开这个课，让家
长再次缴费。

反映人介绍，这260元费用收了两次，第一次是10月10日，
家长们微信转账，后因新冠疫情不开课，退款却必须到学校门卫
处退现金。一轮折腾后，11月22日，大班老师又在各班级群内
通知：最近跟孩子们沟通后，决定军警课还是得开，请家长群内
回复同意，抓紧缴费。家长们这回不干了：“跟孩子沟通决定开
军警课，5岁的孩子能懂什么？”

盼盼幼儿园刘园长解释说，这个军警班是家长推荐的，说教
官都是退役军人，有利于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于是就有
了第一次在家长群发动并收费的情况。至于第二次，是老师们
想在班级群征求意见，“第二次我不知道，知道的话，肯定不会让
再搞了。”

北辰区教育局表示，今年10月已经接到过该园部分家长的
举报，反映盼盼幼儿园乱收费一事，区教育局接报后，联合区市
场监管局到该园调查。盼盼幼儿园属一级普惠性幼儿园，其保
教费也是按相应标准收的，每人每月1750元。根据相关规定，
除此之外，该园再开办任何收费课外班并代收费都是违规的。
区市场监管部门当时给该园下达整改通知书，所收费用一律退
还。因此，第一次退费不是因为疫情先延期后退费，而是职能部
门接到家长举报后前往调查并要求整改所致。

这次，北辰区教育局接到天津日报通报情况后，约谈该园园
长。刘园长表示，第二次收费是老师擅自做主的，自己不知情。
为了弥补由此给家长带来的困扰，该园制作了一封家长信发给
大班全体家长，明确表示不再搞这个军警班，并且不会再有其他
任何代收费办班行为，严格按照3至6岁儿童学习发展指南落实
保教工作，让幼儿在该园健康成长。

“和平区五大道澳门路公共空间被圈占，居委会不但不管，
还跟着一起占。”近日，有市民向天津日报反映上述问题。

记者接报后于11月 23日下午来到现场。澳门路与郑州
道交口港澳大厦楼下人行道外沿立了一圈石墩。盲道和行
道树都被圈了进去，并支起一把遮阳伞，立了一张桌子，附近
一个通讯箱立面贴着一个场所码，写着“五大道街澳门路居
委会”。

澳门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委会就在距此几十米远的
另外一栋楼内。正在办公的党群服务中心副书记韦达表示，
他才到这里不久，之前情况不了解。港澳大厦下的场所码是
居委会贴的，因为大筛暂时用了那块地方，按照有关要求，大
筛现场必须有场所码。既然有群众反映，他马上去看看怎么
回事。

大厦下的石墩是谁安的，工作人员都说不知道。“去年冬天
门口便道施工时给安的，我们不知道谁干的，还打12345了呢。”
一名工作人员说：“没安石墩前，我们楼下乱停车挺多的。这些
石墩的安放对于制止港澳大厦楼下乱停车起了一定的作用，至
于这样做合不合适，我们没法评判。”

随后记者得到澳门路居委会回复，称石墩是市住建委在城
市慢行系统改造项目中安装的。

记者联系市住建委，项目负责人张先生表示，当时的施工
方案是与区相关部门共同商议确定的。现场的隔离墩也叫阻
车墩，是用来阻挡机动车乱停车的，石墩之间留足了行人以及
轮椅等残疾人出行辅助工具通行的空间，这样既阻挡了机动
车开上人行道上乱停，又能确保行人和残疾人正常通行，行人
对此表示满意。同时，工作人员经调查发现，部分机动车驾驶
员对此有意见，特别是郑州道是双向通行，而郑州道和澳门路
上又都有一侧施划了机动车停车泊位，沿澳门路自北向南在
路口左转的车，与沿
郑州道自东向西直
行的车交汇错车时，
容易拥堵。

至于要不要调整
现有石墩的安装位
置，以及如何调整，张
先生表示，还要经过
与和平区相关部门商
议后再定。

被拖欠的环卫工工资发下来了

幼儿园违规办收费课外班
北辰区教育局：约谈并责令整改

人行道外沿立了一圈石墩
原来是城市慢行系统改造项目

特斯拉新贴车膜被洗坏“我在天津大寺特斯拉售后服务中
心修车，取车时发现新贴的车膜被洗
坏了。”日前，消费者时女士拨打本报
热线 23602777 反映上述问题，要求特斯
拉中心赔偿原品牌车膜，却遭到工作
人员拒绝。
“这件事已经发生一个多月，到现在

车膜还没得到修复，真让人着急。”时女士
告诉记者，前不久她购买了一台特斯拉新
能源车。10月 29日，去大寺售后服务中
心维修，取车时发现车膜损坏。当时，特
斯拉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承认这是他们

洗车的时候弄坏的。让时女士先把车开
走，让贴车膜的公司评估一下价格，他们
会给相应的赔偿。当时全车贴车膜花了
17000元，经过该公司评估损坏部分重新
贴需要5000元左右。但是特斯拉工作人
员表示，价格太高，让把车开到大寺，他们
找洗车行给贴一下。“我要求贴原品牌的
车膜，不要他们随便找一个洗车行解决，
况且也没有时间再折腾去大寺，但该中心

不同意。我联系了他们的售后，也一直没有
音讯。”

记者联系了特斯拉中国区总部，相关工
作人员调查后表示，时女士10月29日在门店
清洗车辆后，出现了前叶子板局部车膜翘起
的情况，因为车膜是在第三方店铺所贴，特斯
拉并未掌握其翘起的具体原因。特斯拉提出
为客户车辆右前叶子板位置进行重贴的解决
方案，目前尚未得到客户认可。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黄萱

呼声·随手拍

西青区李七庄街大倪庄凤展园院内，

各种垃圾杂物堆放侵占公共空间。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河东区北长路一处监控支架损坏，中

间部位开裂，杆体倾斜，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北辰区铁东北路汾河南道公交站附近

人行道地砖松动，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河东区十三经路与七纬路交口，设施

拆除后基座螺丝遗留在盲道上，容易绊倒

行人。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名都公寓的厢式货车
“快递驿站”。 摄影 齐向颖

�汇莲美苑和汇莲馨苑
门口，快递堆放在路边。

摄影 韩爱青

景观花园业主安装的充电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