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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被停用，有家难回；小区内商业楼扰民，有家难住

住户的
“闹心事”解决了
有家难回

家中难住

为收物业费 电梯被停用
野业主不交物业费袁电梯就强行
停止袁那我们交物业费的怎么办钥 冶
近日袁 市民王先生给本报打来求助
电话称袁7 月 1 日起小区电梯被关
闭袁由于小区是高层袁长时间停电梯
让高层住户大呼受不了遥
王先生是朝阳花园二期 23 栋
的业主袁他告诉记者袁从 7 月 1 日晚
上起袁23 栋的电梯就开始罢工了袁一
开始以为是电梯出故障袁大家都硬着
头皮爬楼袁野我家住在 17 层袁太累了袁
现在又是夏天袁简直是受罪遥冶王先生
说袁业主找到物业处询问袁竟得知电
梯是被人为关闭了袁这让所有业主气
愤不已遥 王先生告诉记者袁并不是只

有 23 栋被关闭了电梯袁而是整个小
区电梯都被关闭了遥 野物业说关闭电
梯是因为部分业主不交物业费袁不得
已为之遥 冶王先生说自己一直按时缴
纳物业费袁虽理解物业收不到物业费
的心情袁但物业的做法完全忽视了缴
纳物业费业主的权益遥
随后袁 记者联系到了小区所属
物业袁工作人员刘女士告诉记者袁目
前物业确实停掉了小区所有的 电
梯袁原因是业主不交物业费遥刘女士
告诉记者袁 为了保障缴费业主的权
益袁 物业在与街道居委会及业主代
表协商后袁决定近期安装梯控袁今明
两天就会开启电梯袁等待安装梯控遥

物业管理协会：物业做法是不对的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天津市物
业管理协会，工作人员表示，因为业
主与物业公司存在合同，所以业主
长时间拒交物业费是违约行为，但

“业主不交
物业费，电梯就
强行停止，那我
们交物业费的
“当
怎么办呢？”
时看到小区里
有商业楼就觉
得不对劲，现在
困 扰 果 然 来
了。”近日，本报
热线接到两个
小区住户的热
线电话，反映社
区中发生的“闹
心事”
。
时报记者 田敏

物业强 行停用电 梯的 做法 是不对
可先补交
的。如果业主对物业不满，
电梯费用，其他问题再经业委会或
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协商。

小区商业楼 成为扰民楼
野当时看到小区里有商业楼就
觉得不对劲袁现在困扰果然来了遥 冶
日前袁市民张先生给本报打来求助
电话称袁小区里的商业楼专门经营
餐馆生意袁原本以为给业主带来了
便利袁没想到近日商业楼将生意扩
大至户外袁让小区业主苦不堪言遥
张先生是贻成豪庭小区 18 栋的
业主袁他说自打搬进小区后楼栋门前
就有一栋二层楼袁 这栋楼属于商业
楼遥 张先生表示住进小区后听说这栋
楼以后会用于经营饭馆袁后来一家酸
菜鱼馆果然开业遥 张先生说一开始饭
馆开业后并没引起业主的反对袁反而
吸引了很多业主前去用餐袁饭馆环境

卫生都不错袁由于饭馆在商业楼内具
有独立性也不存在扰民现象袁所以业
主并没提出异议遥 但好景不长袁最近
业主发现该餐馆开始经营户外烧烤袁
且常营业到凌晨遥 张先生说周围都是
居民楼袁 户外烧烤容易引发火灾袁存
在安全隐患袁且该餐馆晚上营业时会
播放劲爆音乐招揽生意袁给周围的业
主造成了困扰遥
随后 袁 记 者联 系到了 小 区物
业袁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将此事反
映给领导袁 并与该饭馆进行协商遥
工作人员表示袁由于这个商业楼位
于居民楼之间袁如果声音太大确实
会影响业主生活遥

综合执法大队：已要求饭店进行整改
随后，
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了新
北街综合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表示经
由于该饭店所在
查该问题确实属实，
房屋为商业用房，
也不存在占路经营

现象，所以执法人员找到饭店负责
要求其对炉具进
人，
进行宣传动员，
晚间不要噪音扰民。同时执
行改造，
法大队将继续督促该饭店进行整改。

保安翻垃圾找钥匙
失主借本报表谢意
时报讯渊记者 杜红梅冤居民情急之下
意外将钥匙丢进垃圾箱袁幸好小区热心的
保安小伙帮忙从垃圾箱中翻找到送回遥昨
天袁家住生态城的市民刘女士致电本报热
线袁想通过本报对这名热心的保安道谢遥
刘女士家住生态城万科清水蓝湾小
区遥 7 月 2 日下午袁准备接外孙放学的刘
女士顺手将家中的垃圾带下楼遥可刚一出
楼门口袁被一只没人牵引的大狗吓跑遥 待
大狗消失袁才返回楼门前丢垃圾遥 随后便
急忙赶去接外孙遥 当接完孩子返回时袁她
才发现出门时挂在手上的钥匙不见了遥
刘女士努力回忆出门后的一幕幕袁想
到或许是扔垃圾时顺手丢进垃圾桶了钥刘
女士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小区物业
的电话遥 接电话的小伙子姓杨袁当刘女士
说完后袁对方二话没说袁问清楼号就直奔
刘女士家楼下的垃圾桶遥
野钥匙找到了袁 真的丢在了垃圾桶
里浴冶几分钟过后袁年轻小伙将钥匙完好地
交到刘女士手中遥
野乍听起来是件小事袁 然而能这样做
需要有怎样的境界与素质啊浴 冶刘女士后
来得知小伙叫杨党力袁就想通过本报郑重
给小杨道谢袁并希望把这种正能量在我们
的生活中发扬光大遥

社区业余民乐队
自编乐谱愿分享
时报讯渊记者 范炳菲冤近日袁杭州道街
丽水园社区金秋风采艺术团到绿岛公园进
行义务演出遥 据介绍袁他们萌生了一个新想
法袁想把自己编排的小乐队合奏曲分享给其
他民乐队使用遥艺术团民乐队编导王庭秀告
诉记者袁他们希望能提供给更多的老年乐队
排练演奏袁以活跃新区的业余民乐乐坛遥
据王庭秀介绍说袁民间业余乐队一般
人数不多袁编制不齐袁但现有的民乐合奏
曲谱大都是为编制完整的大型民族乐团
编写的袁小民乐队不适用遥为此袁他利用自
己的音乐基础袁开始编排小合奏曲袁自己
的乐团练不过来袁他就想到分享给大家使
用遥野我在音乐网上放了一些曲谱袁反响还
挺好袁就想让更多的小民乐队也能有合适
的曲子练袁冶王庭秀说袁野想要曲谱袁周日来
绿岛公园找我浴 冶

寻亲告示
无名氏袁男袁约 30 岁袁身高 1.67 米袁
智障尧聋哑遥 有亲属或知情者请与天
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救助管理站联系遥
联系电话院022-66591967遥

国内首家慈善串吧落户天津
蒙古包装修风格尧 草原风情的歌舞尧
来自呼伦贝尔和锡林格勒两大知名畜牧
产地的优质羊肉尧首家采用红柳枝做木签
进行烧烤噎噎7 月 5 日袁野小公益 大爱心冶
串越草原慈善串吧在南开区上谷商业街
正式开业袁并携手天津纯公益长期开展慈
善捐赠遥 凡顾客消费满 100 元袁该店将捐
赠 10 元袁用于贫困地区助学助教遥 野我自
己是天津纯公益的志愿者袁所以也想借助
这个烧烤串吧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
业中来遥 冶串越草原串吧总经理贾迎宾说袁
为了鼓励更多人参加公益袁天津纯公益志
愿者在野时间银行冶的积分可以在野串越草
原冶当现金直接消费遥

“小候鸟”
乐享暑假
近日，
海滨街、
古林街、
大港街等多个
街道社区暑期快乐营地陆续开营，
目前已
接纳总共 150 多名小朋友参与活动。据了

解，暑期快乐营地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内
容，
3D 手工制作、
舞蹈、
文明楼门绘画制
作、
观看核心价值观动画片等，让假期里

时报小记者团活动通知院

蘑菇“摘”
葡萄
“采”
小记者暑期行
时报讯渊记者 王宁宁冤时值七月袁小
记者们又迎来了美妙惬意的暑假袁 为了
丰富小记者们的暑假生活袁 时报特为大
家量身定做了一批新奇的采访尧 体验之
旅遥 今天就为大家通知活动首站要要
要小
王庄科技农业之旅遥
行程一院蕈菌产业科技园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蕈菌生产基地袁
这里就像一座大型花房袁 每一株蘑菇都
采用盆栽方式立体种植袁 小记者可以来
此目睹蘑菇的生长过程以及环境遥
行程二院 迎春双季富硒葡萄园艺家
庭农场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科技葡萄园袁因
为这里的葡萄富含微量元素硒袁 这些红
得发紫尧娇艳欲滴的葡萄比传统巨峰尧玫
瑰香要提早成熟近两个月袁 小记者们和
家长朋友可以到此一边欣赏袁一边尝鲜遥
报名方式及须知要求院
1. 本次活动只针对小记者团成员报
名袁 未在 2015 年度小记者团成员内的袁
可以先预约报名袁名额富足即可参加遥
2.本次活动限额 50 名袁小记者必须
由一名或以上的家长陪同遥 由于路途遥
远袁需集体乘车前往袁中午集体就餐袁所
有费用按照每人 50 元收取遥

的孩子们
“寓教于文，
寓教于乐，
寓教于活
动”
，
让更多的小候鸟融入新区大家庭。
文/记者 张爱萌 图/记者 贾成龙

3.行程二去往葡萄园袁属采摘活动袁
葡萄园主已给予价格优惠袁 采摘具体价
位请活动当日咨询园方遥
4.由于此次活动涉及生产基地袁故参
与活动的家长一定要全程看管好孩子袁
遵守纪律袁不可随意触碰袁听从现场工作
人员以及带队记者的指挥遥
5.活动时间为 7 月 12 日周日遥 集合
时间为 12 日上午 9 点袁于滨海时报社集
合渊中心北路 1709 号原塘沽党校院内冤
6. 报名时间为 7 月 6 日至 10 日袁名
满则止遥
7.报名方式为小记者 QQ 群尧小记者
微信群尧小记者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袁当收
到 野您的报名已成功冶 为报名成功的反
馈遥 有事无法参加活动的请及时通知遥
8. 所有参加活动的小记者需在 3 个
工作日内上交
活动游记一份袁
时报将会择优
刊发遥

微信朋友圈里又有谣言被传得沸沸扬扬

微信谣言又起，
你信了吗？
谣言
高速口查“两样”？ 假的！
野收到消息通知各位好友院走高速的
注意了袁 高速口从 7 月 1 日开始查车上
的灭火器尧三脚架遥 如果没有袁扣 6 分袁罚
200 元遥 扩散啊浴 请自备袁切记浴 冶最近袁这
条关于交通违法检查的消息又在微信朋
友圈里被传得沸沸扬扬遥
交警对此表示袁 从未接到过类似通
知袁 也没有进行关于灭火器和三脚架的
检查行动袁微信流传的系谣言遥 野这条消
息中有明显的错误袁按照相关规定袁机动
车安全设施不全的仅仅处罚 200 元袁并
不会记分遥 冶交警说遥 如果驾驶员朋友在
网上看到类似信息袁切莫信谣传谣遥
那对于灭火器和三脚架袁又是如何规
定呢钥 交警介绍说袁对私家车来说袁灭火
器的配置是没有硬性规定的遥 但校车尧危
险货物运输车辆尧 中型以上载客汽车等
特殊行业的车辆是要求配置灭火器的遥
而三脚架袁在叶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 52 条
中规定袁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袁需停
车排除故障时袁 三脚架应放置在来车方

最近，
微信朋友
圈里又有一些消息
被传得沸沸扬扬，
频
“轰炸”
后，
繁被信息
市民们很难分辨消
息的真假。近日，
记
对一些信息进行了
者采访相关部门，
时报记者 马兰 杜红梅
核实。
向 150 米外遥 叶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
件曳 有规定要求车辆必须随车携带灭火
器和停车警示牌袁 如果说没携带则属于
驾驶安全设施不全尧 机件不符合技术标
准的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袁 交警将对
此进行批评教育袁不会扣分罚款遥

谣言
？不实！
“快申请资金扶助奖励”
野通知个好事院如果你单位有 60 岁以
上的退休人员袁属于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
家庭袁从 7 月 1 日要30 日袁要在居住地居
委会报名袁申请享受城镇计划生育奖励扶

助资金袁每人每年 960 元袁两人就是 1920
元袁 但过了报名期限袁 就只能等下一年
了遥冶日前袁一则关于独生子女家庭退休人
员 7 月份申请城镇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资
金的野好消息冶在微信朋友圈被广泛转发遥
消息一传出袁不少野符合条件冶的居民纷纷
致电所在辖区居委会求证咨询遥
该消息是否属实钥 记者为此采访了部
分居委会尧 街道和新区卫计委的工作人
员袁确认该消息为假消息遥 野这个消息是个
假消息遥 冶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处魏处长表
示袁 天津市尚未启动这一制度遥 据其介
绍袁天津市 2005 年开始启动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袁 对于符合政策
规定的部分农村家庭给予扶助袁 去年开
始袁每人每月发放 80 元扶助金遥新区每人
每月增加 40 元袁即每人每月 120 元袁目前
新区约有 2570 人可享受这笔扶助金遥 魏处
长表示袁天津市目前并没有针对城镇家庭
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资金制度遥 她已通
知新区各街道计生办袁 为咨询的居民仔
细做好解释工
作袁 也希望市
民不要随意转
发不实消息遥

9

今日迎小暑
酷暑暂未到
时报讯渊记者 张智冤今天津城将迎来二十四节
气之第 11 个节气野小暑冶袁野暑冶有炎热之意袁野小暑冶袁
那就意味着天要热了遥 不过袁本周为多阴雨天气袁酷
暑暂时还不会降临遥
谚语有云院野小暑大暑袁上蒸下煮冶遥 意思就是说
虽说还没到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袁 但人们也将会感觉
到明显的暑热遥 不过目前看来袁本周的天气并不打算
和小暑节气野呼应冶袁周中短暂升温后袁周末又将有降
雨来临袁 天气会重新变得凉爽起来遥 据气象部门预
报袁今天滨海新区最高气温 29益袁天气转晴袁体感温
度上升遥 周三尧周四最高气温将回升到 30益遥 周五袁
天气重新转阴袁降雨系统再临津城遥
气象资料显示袁 天津市 7 月份的平均气温是全
年最高月份袁 为 26.4益遥 小暑节气节内平均气温为
25.9益袁最高气温平均为 34.9益袁平均降水量为 49 毫
米遥 小暑时节多雨尧高温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
卫生袁而且饮食要节制袁以清淡为主袁不可贪食尧过
量遥 对于户外工作者袁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袁大量出
汗后要及时补充水分遥

街头打印手机照片
当心个人信息泄露
时报讯渊记者 张智冤手机直连袁一元一张袁立等
可取遥 近日袁一种快速打印手机照片的摊点出现在北
塘街头袁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便捷的方式袁打印摊吸引
了不少顾客袁 但网络专业人士对此也表示了担忧袁
野手机与打印摊的设备直连袁很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
的泄露冶遥
昨天傍晚袁夜幕降临后袁北塘街头人头攒动遥 海
泽苑底商前的空地上广场舞方队正伴着欢快的节
奏热情舞蹈遥 在围观的市民中间袁一张折叠桌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袁折叠桌上摆放着打印机和笔记本电
脑袁 桌前还挂着快速打印照片的广告袁野一元一张冶
颇为醒目遥
记者凑上前袁看到正有市民在排队打印照片遥 数
据线接上笔记本电脑袁手机屏幕上的照片就拿在了手
中袁整个过程不超过 5 分钟袁除了打印照片袁摊位还出
售相框等周边商品袁生意十分火爆遥 流动的照片打印
摊位袁价格低廉袁服务高效袁市民看似赚到了实惠袁但实
际上却可能将手机安全置于野不设防冶的险境遥 邓子华
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袁 他告诉记者袁
无论是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袁接入不可靠的设备都会
给黑客入侵以可乘之机袁因此提醒市民提高警惕遥

改号软件加入骗局
“公安”来电勿轻信
时报讯渊记者 张玮冤前两天袁市民袁先生在接到
一个电话后立即赶往银行汇款袁 幸好在半路上遇到
了巡逻的民警袁 民警一听就拦住袁先生袁野师傅您上
当了浴 冶在民警的劝说下袁先生才避免了损失遥
袁先生当天接到一个电话袁 对方称自己是工商银
行总行的袁说袁先生在湖北曾办过一张信用卡袁还透支
了 1 万元左右的现金一直未还遥 袁先生解释说自己从
没在湖北办过卡袁甚至都没去过湖北浴 对方还示意袁先
生说袁野不行您还是报警吧浴 冶于是对方直接为袁先生转
接了野武汉市公安厅冶的电话遥 一位姓陈的野警官冶在了
解这件事后为了打消袁先生的疑虑袁 他首先要求陈先
生先拨打湖北的野114冶查找湖北公安厅电话袁以此让袁
先生确定湖北公安厅的电话号码是真的遥 随后袁陈先生
又给袁先生打来电话询问袁野你查的公安厅电话和我这
个号码是一样的吗钥 冶袁先生一看号码确实一样遥 在确
认号码后袁 陈警官在电话里告知袁先生袁野我现在开始
给你做笔录浴 该笔录有录音记录遥 冶经过这一系列看似
野正规冶并且被确认的程序袁袁先生几乎相信了整件事遥
随后袁野陈警官冶告诉袁先生袁经查袁这名冒充他办理信
用卡的嫌疑人已经抓获归案了袁可到武汉开庭遥 但其又
称要求袁先生交纳 1 万元保证金袁只要到达武汉后袁这
笔保证金就可退还遥 这样野武汉公安厅冶才能证明袁先
生是本案的受害者袁帮他索回损失遥 袁先生觉得野陈警
官冶的话非常可信袁于是就想赶紧到银行汇款遥 正当袁
先生赶往银行的途中袁 公安塘沽分局新洋派出所的巡
逻民警看到了神色慌张尧满头大汗的他遥 民警将其拦住
问清事情原因袁 立即判断这应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安
进行诈骗的案子遥 后经民警半个多小时的劝说袁袁先生
这才感觉此事漏洞百出遥
警方表示袁冒充公安尧司法机关等实施诈骗的案
例最近在新区出现了多次袁骗子谎称公安民警尧司法
人员并利用改号软件袁 使受害人的来电显示号码变
成野真的冶公安尧司法部门号码袁让受害人更加确信骗
局遥民警称袁公安机关尧司法部门进行侦查尧调查时一
定会和嫌疑人面对面袁 不会出现电话中录音做笔录
的情况袁如果出现此类情况袁应立即报警袁切勿随意
给陌生人汇款遥

临港道路现拥堵
“临时交警”上阵
时报讯 渊记者 张玮冤7 月 2 日下午 4 时左右袁塘
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张海涛尧 樊光臣在执
行巡查任务期间袁遇群众有困难袁主动出击袁排忧解
难袁彰显了边检民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采遥
当日下午袁在临港经济区码头袁两位塘沽边检站
的执勤民警张海涛尧 樊光臣在结束了 1 号码头的巡
查任务后袁正要驱车赶往 2尧3 号码头遥 途中袁两位执
勤民警看到一辆红色轿车横堵在马路中间袁 导致后
方车辆无法顺利通行袁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遥 民警
张海涛主动上前了解情况袁 原来是红色轿车车主在
开车时一时走神袁撞到了路上的野狗袁造成车辆损坏
以致堵塞了交通遥 两位民警在确认没有人员伤亡的
情况后袁主动协助车主将轿车移至路边袁并为车主联
系交警与保险公司遥 5 分钟后袁 拥堵的交通恢复通
畅袁事故车辆也得到良好的处置遥 车主张先生握着两
位边检民警的手表达了感谢之意袁 其他车主也齐齐
竖起了大拇指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