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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和平区新华公馆楼顶数百平方米空中违建

谁建的？谁审批的？谁在装修？

黄河道清运垃圾 垃圾桶占道
南开区城管委表示将规范操作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打开“二道门”

方便市民逛公园

呼声·随手拍

因为要畅通消防通道，和平区新华公
馆的业主们发现了楼顶几百平方米的空
中违建。价值几千万元的违建谁建的？
谁审批的？又是谁在装修？一系列问题
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我们是新华公馆公寓楼的部分业

主，自2017年入住以来，公寓楼内通往楼
顶的消防门一直锁着，出于安全考虑，我
们多次要求开发商以及物业公司畅通消
防通道，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最近我
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几百平方米的楼顶居
然被人加盖了一层房屋，从外面看和楼下
的房屋无异。通往楼顶的消防门长期落
锁，是怕我们发现楼上的违建。”李先生介
绍说。得知楼顶加盖了整整一层的房屋，
业主们都很吃惊，大家算了一笔账，按照
他们楼盘现在的市场价格，这些违建的估
值在几千万元。
另外一位业主张先生怀疑这栋楼在

开发建设之初，就预留了通往顶楼违建的
电梯通道。在相关部门批复的规划设计
里，这栋公寓楼最高是26层，但是电梯里
面却有27层的按钮。在此之前业主们一
直以为27层是楼顶，再加上电梯实行梯控
管理，其他楼层的业主无法到达27层，要
不是因为这次消防通道的问题，根本发现
不了这个隐秘的空中违建。
为了验证27层是否属于违建，业主们

专门去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了建
筑档案，相关建筑档案证实，新华公馆公
寓楼分1号楼和2号楼，两栋楼地上最高是
26层，也就意味着27层的建筑没有取得规
划许可。
记者从一份盖有“天津市城市建设档

案馆提供利用专用章”的文件中看到，该

公寓建筑规划高度是92.60米，地上26层，
建筑外立面平面图中显示，该公寓最高层
是26层，之上就是楼顶，四周是一圈高约5
米的女儿墙。
接到读者反映后，记者来到新华公馆

公寓楼，尝试上到楼顶一看究竟，但是因
为梯控的原因，无法乘坐电梯到达楼顶，
记者沿消防通道上到26层后，发现该层的
防火门上锁，同样无法上到楼顶。
那么这层不在建筑设计规划中的建

筑是什么时候加盖的？是否如业主们所
说，是开发商建设的时候就盖好的？又是
如何通过竣工验收的？
记者在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

方网站检索发现，由天津新华世纪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的上述房地产项
目，已经于2015年1月份取得了建设工程
规划验收合格证。
记者随后检索了该区域历史卫星地

图资料，2017年3月份的卫星地图显示，该
建筑顶层尚未加盖，楼顶女儿墙之间的钢
结构框架清晰可见，但是2018年6月份的
卫星地图显示，女儿墙之间的钢结构框架
已经看不到。“这是因为后期加盖的楼顶
已经遮住女儿墙钢结构的框架部分。顶
楼的违建应该是2018年搭建的，也就是在
规划验收之后。”其中一位业主分析说。
为了进一步核实业主反映的违建情况，

本报记者多次联系该建筑的开发企业——天
津新华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已经
改名为天津新华世纪实业有限公司，但是该公
司始终没有回复，只是表示所有的媒体采访都
已委托物业公司负责。随后，记者联系了该项
目的物业公司——北京仲量联行物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天津第一分公司，该公司项目负责
人表示，他们只是负责物业管理，对于业主反
映的新华公馆违建并不知情，他们也不是产权
人，更不了解建设情况。
随后，记者联系了负责属地管理的小白

楼街道办事处，街道综合执法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回复，根据业主提供的线索，执法人员已
经从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相关资料，
证明该公寓楼的建筑规划是26层到顶，并不
包括居民现场看到的27层建筑，目前新华公
馆两栋公寓顶楼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涉及面
积超过600平方米。
执法人员已经多次联系该地产公司，并

约谈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求提供楼顶建筑
的相关材料。但是公司负责人表示，接手该
项目时间不长，并不清楚楼顶搭建的情况，也
不知道是谁搭建的整层房屋。
“在物业公司的配合下，执法人员上到

27层，发现该层房屋正在装修中，但施工人
员拒绝开门配合，说是业主不让开门，而且拒
绝透露业主的信息，最后在民警的协助下，执
法人员进入正在装修的房间内。”
根据执法人员提供的现场照片，可以看

到涉嫌违法搭建的27层房屋装修已经进入
尾声，房屋挑高在4米左右，和楼下正式的房
间区别不大。
基于目前违法搭建人尚不明确，街道已

经吹哨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对涉嫌违法的建
筑进行责任认定，以便开始下一步的立案查
处。如果找不到违法搭建人，将依法按照无
主违法搭建进行后续处理。

■ 本报记者 赵煜

市民张女士近日拨打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河东区神州
花园小区突然停止供热，导致室内温度过低。供热公司表示，停
止供热是因为补水泵损坏，目前已修复完毕，恢复供暖。
“以前就没有多暖和，现在停止供暖以后，屋里都没法待

了。”张女士住在神州花园25号楼，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供暖
气，自家的温度计显示只有12℃左右，即使开了电暖器和空调，
中午也不过19℃左右。在小区业主群内询问情况才知道，并不
是一栋楼出现问题，而是整个小区好几栋楼的暖气都停了。“真
要把老人、孩子冻病了可怎么办？”
记者联系负责神州花园小区供热的东达供热公司，工作人

员回复称，停暖是由于补水泵过热损坏所致，现已排除故障，并
恢复供热，同时，公司购买了新的补水泵以防再次出现问题。至
于补水泵损坏原因，他们分析由于部分用户存在私自取水、放水
的行为，造成该系统补水泵过热从而损坏。公司与居委会联系
张贴温馨提示，呼吁居民不要随意取水。对于近期部分用户反
映温度不理想，供热公司已进行走访、测温和技术排查，保障市
民正常供暖需求。

■ 本报记者 黄萱

高层住宅电梯的正常运转是基本条件，可家住南开区大园
新居的业主张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她根本不敢乘坐
小区的电梯。
“我现在很害怕坐这个电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故障，

心里都有阴影了。”张女士家住南开区大园新居小区18号楼，这
栋楼总共有28层楼，每层7户，共196户居民，上下楼必须要坐
电梯。“我们楼一共有三部电梯，一部已经停了两年多了，另外两
部倒着坏，甚至在今年的9月到11月没有电梯可用。”张女士平
时在家带孩子，因为电梯频繁出故障，她只能每周出一次门，采
购一周的蔬菜水果、生活用品。“孩子每次回家都说：‘我又逃过
一劫，没被摔死。’每每听到这话我都觉得很心疼。”张女士三年
前搬到大园新居小区，当时三部电梯都能正常运转，大约半年
后，另外两部开始故障频出。
18号楼业主群里经常会反馈电梯故障的情况，每次看到其

他业主经历的“惊魂一刻”，张女士也跟着心惊。“我看其他业主
反馈的，算下来电梯大约一周就故障一次。”从其他业主反馈情
况看，有的是电梯停在半空，不上不下，有的是从低层直接冲顶，
也有直接坠底的情况。电梯门打不开，按楼层按键后电梯不能
正常运转等就更加频繁了。
记者来到大园新居18号楼，只有一部电梯运行。等电梯的

居民介绍，整栋楼近200户居民就指着这一部电梯上下楼，电梯
还经常故障。
大园新居物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大园新居小区为1999

年建造，属于老旧小区，电梯也已经运行了23年，电梯各部件老
化严重。但是维保单位人员紧缺，我们也在抓紧联系。我也明
白大伙儿都不方便，但也是没有办法。”随后，记者又联系向阳路
街道办事处，一提起大园新居电梯故障，工作人员说：“我们接到
了很多居民的反映。我们也只能督促物业联系维保单位，尽快
解决。现在是特殊时期，可能时效会慢一些。”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一直喝的是地下水，村民们期盼的自来水改造终于开始了，
可却又悄然停工，村民们挺着急，“我们何时才能喝上市政自来
水呢？”
静海区静海镇后杨村的村民李女士介绍，他们原本喝的是

地下水，储存在水塔里，由该村饮水管网输送，但因为距离远且
村民用水量较大，水塔有些满足不了用水量。为切实解决这个
问题，静海区持续推进“城市自来水村村通”工程，后杨村也包含
在其中，村民们特别高兴，终于能喝上市政自来水了。可是工程
建设了一半近期却突然停下来，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记者了解到，静海区“城市自来水村村通”工程，原水取自长

江丹江口水库，通过南水北调中线输送至天津市凌庄水厂，再由
凌庄水厂输送至千家万户。
村民期盼的自来水改造工程为何停工呢？对此，静海镇政府

的工作人员介绍，受到疫情等影响，工期有所拖延，目前正值寒冬，
天气太冷，无法进行管网改造施工，等到天气转暖后会立即复工，
预计明年上半年工程就可以完成，届时村民就可以喝上自来水了。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市民田
先生反映，自己为孩子在我市一家知名冰
球俱乐部报名训练，报名费交后，俱乐部却
不安排孩子参加集体训练，造成孩子出现
厌学情绪，不愿意再参加这项体育活动。
采访中，田先生告诉记者：“孩子今年

10岁，从4岁开始练冰球，在其他冰球俱乐
部一直参与集体训练，这几年参加过多次
少儿冰球比赛，水平得到多位知名教练认
可。为了让孩子继续走专业路线，我们在
教练推荐下，就转到位于天津奥林匹克中
心滑冰馆内的斯坦利冰球俱乐部。我报名

时，工作人员也承诺可以参加集体训练，然
而交完学费后，却迟迟不让合练，只安排一
对一的单人训练，让孩子训练积极性受到
了打击。”
记者随后来到该滑冰馆，与斯坦利俱

乐部负责人进行了沟通，“我们俱乐部是
按照欧美冰球训练大纲教学，实战性较
强，要参加集体合练需要运动员个人水平
达到教练要求才可以。我们的合练强度
近乎比赛性质，需要与队友配合完成各种
进攻和防守套路。另外，冰球训练需要穿
戴冰球服和冰刀，拿着冰球杆，比赛滑行
速度很快，10岁的孩子如果没有达到训
练要求，盲目上场会有一定风险。”该俱

乐部负责告诉记者，虽然田先生说自己的
孩子有过比赛经历，但是真实水平如何，
能否完成教练的战术安排，这些都需要通
过一对一训练，才能让教练有所了解并安
排相应的位置。“一对一训练确实枯燥，
不如集体训练过瘾，但这是教学计划的一
部分。只有达到标准才能合练，这样对每
一名学员才公平。”在记者帮助下，俱乐
部负责人和田先生进行了沟通和讲解，最
终得到家长和孩子的理解。“报名前没有
讲清教学方式，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未来
我们会在这方面完善好，让每一名来训练
的家长和孩子有更好的体验。”该俱乐部
负责人告诉记者。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桃诗园是沿北运河而建的带状公园，
原本是附近居民休闲好去处，可自从今年
3月10日疫情防控以来，一直未开放，最近
更是被锁上“二道门”，居民盼公园大门能
尽快打开。
市民章先生介绍，桃诗园在桃花园小

学旁边有个红色门，周边桃花园南里和东
里的居民从这个门进入桃诗园非常方便。
今年3月10日，这个红色大门被关闭了。
从大门往外延伸几十米，还有一个铁栅栏
门也上了锁。最近，随着防控政策变化，居
民们盼望着桃诗园的门能打开，“我们找到
了桃诗园的管理方和红桥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工作人员都说桃诗园外面的栅栏门是
被桃花园小学锁上的，他们没有钥匙打不
开。可桃花园小学工作人员回复我们，铁
栅栏门不是小学锁的，究竟是谁锁的他们
也不知道。连管理部门都捋不清的糊涂
账，我们老百姓更搞不清楚了，我们的诉求
很简单，公园大门快点打开。”
记者在附近采访时发现，桃诗园在勤

俭桥和北洋桥也各有一个入口，但距离桃
花园南里和东里有两三公里的距离，居民
们入园不方便。
就此情况，记者先后联系了红桥区城

管委、丁字沽街道办事处和该区教育局，终
于弄清楚了情况。原来桃诗园入口处的第
一道铁栅栏门是前段时间街道锁上的，主
要是用作当时的核酸集中筛查点，并把钥
匙暂时交给桃花园小学方保管。考虑到居
民的诉求，目前小学工作人员已经把钥匙
交还给街道，街道也把门给打开了。红色
公园门钥匙是由该区城管委负责管理，现
也已开启。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并摄影

天津西站南广场前、南运河两岸配套
照明工程夜景灯大部分损坏。有关部门
说，这些灯安装后没亮过几次，现在或将
面临拆除。
记者先沿南运河北路，从大丰桥步行

至井冈山桥，粗略数了数，70多个灯，不完
整的有60多个，有的前盖松动耷拉下来，
有的后盖翘起，有的被人塞进纸巾或小广
告，有的直接没了盖子，里面空洞洞……
绝大多数没有灯管，表皮脱落，蒙着厚厚
的尘土。河对岸的灯有50多个，约五分
之一不完整。
记者从河长公示牌上看到，这一带南

运河北岸、南岸分别归属红桥区邵公庄街
和芥园街管辖。记者分别与这两个街道
联系。邵公庄街表示将立即联系红桥区
城管委了解情况并回复。芥园街说，他们
知道南运河边照树灯损坏的情况，同时安
装的还有附近居民楼上的灯带，也坏了不

少。此前居委会网格员进行了统计并上
报给区城管委，据说要由区城管委再上报
到市城管委，才能想办法维修。

红桥区城管委：

这些灯一直没移交

红桥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回复说，南
运河两岸夜景灯安装后没亮过几次，就
陆续坏了。记者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还
有一些已经丢失。这些灯是市城管委景
观服务中心组织安装的，安装后一直没
移交到区里，所以应该还是市城管委维
护，而且区城管委一直未见这些景观灯
的图纸及相关资料，并严重缺乏资金，即
使想维护也难。

市城管委景观处：

没移交但已给过补贴

记者又联系市城管委景观处。李
文卓处长表示，这些灯虽然没有办理

正式的移交手续，但之前已通过开会
的方式决定由区城管委维护了，相关
经费也通过补贴的方式给到区里一部
分。至于具体情况，由市容和景观服
务中心回复。

市城管委市容和景观服务中心：

如果存在隐患建议拆除

市城管委市容和景观服务中心齐嘉
伟科长介绍，上述照树灯和楼体灯带是天
津西站地区夜景照明工程的一部分，2011
年天津西站开通前统一安装，由市财政出
资，原市容园林委实施安装。运维应由属
地进行，由于经费没跟上，维护不到位，导
致大部分损毁，目前基本都不能亮了。虽
然移交手续正在办理中，但后续如果资金
不能落实，不能恢复运维的话，将视情况
处理，如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区相关部门
拆除，如未发现安全隐患，就暂时保留，毕
竟拆除也要花钱。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大量垃圾桶挤占非机动车道，整桶垃圾敞着口等清运车
来，这事就发生在黄河道红旗路与咸阳路之间约1公里的道路
两侧。
记者是12月27日中午到此处采访的，当时翰园里小区附近

垃圾桶最多，有30余个，挤占了大部分非机动车道。
负责翰园里小区垃圾清运的霍师傅说，每天一大早，他都要

把小区里的垃圾桶运到黄河道边上，等着垃圾清运车把垃圾运
走。“垃圾车不确定什么时候来，要让垃圾等车，不能让车等垃
圾。”霍师傅说，他刚倒完一批垃圾，正准备把空桶送回小区。至
于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有没有转运污染之类的问题，霍师傅
说：“我就是干活的，上边让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南开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表示，垃圾集中清运的方式有很多，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清运方式。黄河道一带老旧小区多，内
部道路狭窄，垃圾清运车进不去，只能在黄河道边清运。对于垃
圾桶乱堆乱放、不盖盖儿等乱象，南开区城管委表示，会严格要
求操作人员。

后杨村通自来水 何时能完工
明年上半年网管改造完工通水

大园新居高层电梯故障频发
居民出行不便急盼维修

神州花园水泵损坏居民停热
已维修并恢复供热

西站南广场景观灯破损严重
安装后没亮过几次 或将面临被拆除命运

交了学费为何不安排集体训练？
冰球俱乐部：完成个体训练才能合练

和平区新华路与烟台道交口，一处监

控设施圆形摄像头与支架分离，仅靠一根

电线连接。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南开区华智里小区3号楼前一辆面包

车被储物使用，车内及车下塞满杂物。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新华公馆27层装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