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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一场风雨过后，新区再现久违的蓝天白

云。8月9日上午，滨海新区天空蔚蓝，朵朵白

云随风缓缓飘动。灿烂的阳光、湛蓝的天空、

洁白的云朵，让新区的风景显得十分“小清

新”。图为蓝天白云倒映在傍晚的泰丰公园湖

面上。 记者 贾成龙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张智）本周前期频繁

的降水天气给身在三伏天的我们送来

了难得的清凉。昨天，降雨告一段落，

气温快速回升，最高气温达到34℃。

气象专家分析，近几日的频繁降

雨主要是由于“副高”南撤，新区处于

“副高”边缘的多雨区域。经历了连

续降雨，新区迎来一个短暂的“间歇

期”。不过，下一轮降雨也在向我们

靠近。预计周六新一轮降雨来袭，气

温小幅下降。提醒大家周末出行携

带雨具。

气温快速回升
周末还有降雨

时报讯（记者 张智）热恋中，信息

电话回复不及时，另一半发脾气怎么

办？已婚，下班后，男生不帮忙做家务，

只顾玩手机，又该如何处理？8月17日，

“七夕”夜，塘沽街道团工委将开展“鹊

桥传承好家风 牵手共创文明城”单身

青年婚恋交友公益活动，在这里，你将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据了解，该活动以组织青年婚恋交

友活动为契机，倡导健康婚恋观，弘扬

良好家风，助力滨海新区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凡是在滨海新区工作生活的未

婚单身男女青年均可报名参加。

活动中，单身男女青年将在创文主

题横幅上签名，还将编演“好家风”主题

情景剧，模拟婚恋生活中的常见“问题

场景”。婚恋导师将在现场为单身男女

青年“支招”解惑。

活动时间：8月17日18:00—21:00

活动地点：天津瑞湾开元大酒店 5

楼开元厅

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碧海龙都社区青年之

家（碧海鸿庭社区物业四楼）

联系人：杨老师 13820667268

2.网络报名：填写报名表，自行下载

地 址 ：axty2018@sina.com（密 码 ：ax-

ty123456），于8月16日前发送到指定邮

箱：1298837634@qq.com。报名成功以

主办方电话确认为准。

时报讯（记者 张玮）8月8日的降雨虽然

给新区降了温，但也给部分地区的居民带来了

困扰。一下雨污水井就外溢，不仅影响交通安

全，散发的臭味也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不便。

家住胡家园地区佳成苑小区的张先生告

诉记者，他们小区外部分污水井外溢的问题已

经持续很长时间了，特别是下大雨、急雨的时

候，这些污水井外溢现象尤为严重。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紧邻佳成苑小区的佳

顺苑小区周边同样存在着污水井雨天外溢的

情况。随后，记者向小区物业进行了解。工

作人员称，他们小区周边多个污水井一到下

雨天就会出现跑冒现象，多半是管道不畅造

成的。但雨过后十几分钟一般就会停止跑

冒，恢复正常。

对于这一问题，居委会、物业也曾多次向

负责小区开发建设的新塘公司和街道物业办

进行反映。在街道的协调下，新塘公司在6、7

月份对这一路段管道污水井进行了疏通维修，

疏通后，污水井外溢问题得到了缓解，但这场

雨后，该路段污水井仍存在堵冒等问题。下一

步，他们还将组织人员对管道进行排查，尽快

为周边居民解决这个老问题。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摄影报道）9日，热

心市民刘先生致电本报热线，反映大量小黄车

堆积在废弃的水线渡口前一条小土路两边，不

知是何原因。

刘先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原本想到已

经废弃的水线渡口拍摄老渡口的情况，可是顺

着新华路向南一直到原来的水线路一处荒地

看到，土路两侧的草丛里整齐地堆积着近200

辆小黄车。“这么荒凉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

共享单车？虽然附近有工厂，但也不能用这么

多单车啊。”刘先生表示。

随后，记者联系小黄车天津大区相关负责

人了解到，刘先生所反映的这处外围荒地是公

司与有关部门协商后设置的故障车辆临时存

放点，相关车辆会根据运营情况集中调运，第

一时间维修复投。

时报讯（记者 田敏）近日，有市民致电本

报热线称，小区物业将物业费与门禁卡升级

进行捆绑，给业主出行造成了阻碍。业主认

为，物业无权限制业主进出楼门，这样的举动

已经侵犯了业主的权益。随后记者对此事进

行了了解。

张先生是庆祥南里小区住户，他告诉记

者，近日小区物业将物业费与楼道门禁卡升

级进行捆绑。“缴纳物业费的业主就可以升级

门禁卡，能正常出入。”张先生说，如果不缴纳

物业费，那么门禁卡无法得到升级，业主连门

都进不了。

张先生表示：“缴纳物业费是业主的义

务，我们必须按时缴纳，不过物业为了催缴物

业费将其与门禁卡捆绑，我们无法认同，这不

是强买强卖吗？”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表示，小区内办理门禁卡的系统授权是一

年，超过一年，门禁卡就会自动失效。门禁卡

失效后可到物业项目部进行门禁卡授权，授

权后业主可正常使用。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并没有将门禁卡升级与物业费绑定，业主

可随时进行授权，不会因未缴纳物业费影

响授权。

久违蓝天再现
白云朵朵美艳

雨天污水总外溢
这些井该疏通了

小黄车堆积荒地
市民质疑“谁能骑”

物业费捆绑门禁卡？
业主投诉“强买强卖”

公益相亲会
等你来参加

滨海新区地处天津东部沿海地区，

海产丰富，遍地散布大小海鲜餐馆。生

活节奏这么快，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吃顿

海鲜，成了犒劳自己的首选。但您知

道，美味的“海货”中有一种叫“副溶血

性弧菌”的致病菌会危害您的健康吗？

一、副溶血性弧菌是啥？

副溶血性弧菌是一种嗜盐性细菌，

它天然存在于海水、沿海环境、海底沉

淀物和鱼贝类等海产品中，并且生命力

十分顽强，在抹布和砧板上能生存1个

月以上。它主要污染的食品是海产品，

包括多种海洋鱼类和虾、蟹、贝类等。

该菌嗜盐畏酸、对热的抵抗力弱，因此

在普通食醋中1-3分钟即可杀死，加热

至56℃后5-10分钟即可灭活。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健康讲堂
——“靠海吃海”，可得注意！①

微型小区难题

环境秩序杂乱
“姑娘，你是来串门的吗？”日前，记

者走进海图公寓，几位在楼下聊天的奶

奶便警惕地询问道。得知记者来探访小

区环境，奶奶们便打开了话匣子。“以前

小区到处是菜园子和私装的地锁，抢车

位、堵路的情况经常发生，居民走路都得

侧着身子在车缝里钻。你看现在，真是

大变样！”“以前不但环境脏乱差，还经常

发生盗窃案，我们这些老年人毫无安全

感，晚上都不敢出门。现在小区门口有

了门禁和保安，里面还装了健身器材，晚

上吃完饭大家都愿意下楼活动活动。”

据了解，海图公寓建于 2004 年，只

有一栋高层“经适房”和两栋平层“军产

房”，共计171户居民，是典型的“微型小

区”。小区前期物业两年服务期满便因

服务户数少收入差撤出了，小区居民也

想过重新招聘物业，但因小区规模小无

人愿意接盘，小区一度陷入“管理真

空”。不但小区居民不满，街道居委会工

作人员也头疼不已。

探索自治管理

成了“模范”小区
小区的日常管理涉及垃圾清扫、门

禁安防、日常维修、停车管理等方方面

面，通常都是依靠聘请物业来完成。如

果没有物业，全靠小区业主自己管，有没

有可能呢？2017年7月，在上级部门的

支持和居民的投票选举下，由石传利、杨

福顺、张志满组成的第一届“自治管理小

组”正式成立。管理小组上任后第一件

事便是将小区内的菜园和地锁全部清

除，在街道的帮助下对小区路面进行硬

化、加宽，在出入口加设隔离桩。随后又

征得居民同意，每户每月上交50元，招

聘3名保安，不但承担起9个门厅和4个

电梯间的扫保工作，还负责24小时维护

小区安全秩序。短短半年，小区环境发

生了明显变化。

半年后，石传利、杨福顺两人因身体

健康原因相继退出，张志满挑起担子，和

刘德修、鲍观胜组成第二届“自治管理小

组”，从外到内，彻彻底底逐一将小区的

一道道难题破解。如今，小区出入停车

有序，门楼焕然一新，且增设了车牌识别

系统和自动升降杆，内部布设了18个高

清摄像头，还安装了不少健身器材，电子

大屏幕上清晰公示着上季度收支情况。

草场街居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

在的海图公寓不但环境变好了，住着舒

心、安全了，所有楼门还都被评为文明楼

门，成了周边无物业小区的“模范”。

总结管理经验

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管小区也和自家过日子一样，从里

到外都得用心，花钱处处得精打细算，每

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小区整体面貌

和秩序改造好之后，小组长张志满又将

长期困扰居民的电梯安全、消防安全和

居民用水等问题纳入计划。年近花甲的

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小区管理中，家人

几乎整天见不着面。

在居民心里，“小区自治小组”就是

大管家。小区水、电、暖气哪里出现问

题，居民也都愿意向他们求助，而且每次

都有求必应。如今，小区老旧消防设施

和高层二次供水难题也都在自治管理小

组的推动下有了彻底的解决方案。

“我个人能力有限，小区变好少不了

海图出版社、塘沽街和草场街居委会等各

方面的支持，也离不开居民的配合。我就

是出出力、跑跑腿，为第二故乡添砖加瓦，

我们小区还要努力争做文明小区呢！”采

访结束，张志满又接到居民的求助电话，

匆匆忙忙地赶往现场了。 记者 杜红梅

“微型小区”大变样 怎么做到的？

“小区面貌大变样，环境优美心
舒畅。出入小区有人管，卫生安全
有保障。楼道墙壁新粉刷，节日国
旗高飘扬。”如今，说起海图公寓的
变化，居民无不对“自治管理小组”
拍手称赞。该小区三位热心居民组
成的“自治管理小组”，用了短短两
年时间，便让杂乱无序的小区从里
到外大变样，在滨海新区走出一条

“小区自治管理”的新路。
记者记者 杜红梅杜红梅 摄摄

“我们是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残

疾人艺术团，今晚我们要把歌声献给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8月8日傍晚，

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游人如织。沙

滩上，滨海新区残疾人艺术团的“音乐

秀”一开场便成为焦点。“唱得真好，又

自信。”驻足观看的游客连连点赞。

“我们是到这里旅游的，晚上到海

边散步，就被歌声吸引过来了。感觉

他们的歌声很自信，精神面貌积极向

上，很有正能量。”一位游客表示。

当晚，艺术团的队员们都拿出了

看家本领，戏曲、通俗、美声轮番登场，

围观人群中掌声连连。

滨海新区残疾人艺术团团长何琨

介绍，这是艺术团成立后的首次采风活

动，一方面是为了丰富残疾人的业余文

化生活，一方面也是为了把新区残疾人

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8 月 11 日是全国第九个“肢残人

活动日”。滨海新区助残志愿者协会

负责人吴立莉介绍，采风活动的另外

一层意义是帮助行动不便的肢体残疾

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据了解，自2012年滨海新区助残

志愿者协会成立伊始，就通过捐款等

方式组织残疾人出游。几年来，已到

过坝上草原、西安、山海关、北京等地，

让出行不便的残疾人感受到了世界的

多彩。 时报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记者走访了解到，新区大多数小区

都有健身器材，但是揽涛轩附近的多个

小区却没有健身器材。这几个小区均

为洋房小区或别墅区，小区内绿化面积

较大，空地也较少。而记者走访附近区

域发现，这几个小区外面也没有可供居

民健身的公园，只有一家室内健身场馆

开放。但是考虑到收费的原因，前去健

身的居民并不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

因导致小区没有健身器材呢？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揽涛轩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往新区教委

体育处每年都会进行统计，看各个小区

是否需要安装健身器材，居委会也告知

了物业，但是没有一个小区物业提出申

请。工作人员说，目前辖区内除了滨海

琴墅项目内的三个小区有健身器材外，

其余小区均没有。这三个小区的健身器

材也是开发商安装的，交房前就有。“小

区没有健身器材可能也跟物业考虑到小

区面积小、居住人数不多有关。”工作人

员说，如果居民有需要，可以到居委会登

记，居委会工作人员会详细记录并上报

街道办事处，由街道办事处替居民申请。

居民健身无处去
健身器材何时装

近日，居住在北塘街多个社区的
市民向本报反映，小区已入住多年，
但迟迟未见健身器材的影子，由此也
导致居民就近健身没地方可去。为
此，居民们想知道，为何大多数小区
都有健身器材而他们小区却没有；小
区安装健身器材需要满足什么样的
条件。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小区已入住多年却一直没有室外健身器材

？
家住揽涛轩小区的王先生告诉记

者，他所居住的小区是一个比较小的居

民区，只有100多户。不知道是因为地

方小还是其他原因，小区交房已有5年

时间，但迟迟没有安装健身器材，也给

居民健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我打听

了一下，附近几个小区都没有，也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王先生说。

与此同时，家住泰达御景的方先生

也向本报热线反映，自家小区有一块空

置的塑胶场地，这块塑胶场地完全可以

作为居民健身区域使用，但也是没有健

身器材。“整个小区都没有健身器材，平

时想锻炼很难。”方先生说。家住倚琴

轩小区的胡女士也告诉记者，倚琴轩目

前已入住 4 年有余，与前两个小区一

样，也没有健身器材。

那么，小区申请安装健身器材需要

满足哪些条件呢？申请安装健身器材

需要经过哪些手续？针对这些问题，记

者联系到了负责小区健身器材安装事

宜的新区教委体育处。

工作人员表示，新建小区安装健身

器材确实跟场地面积有关，一般情况

下，小区空地面积需达到100平方米以

上。“安装件数至少是8件，也就是说场

地面积需足够安装 8 件以上的健身器

材，场地也需经过硬化。”工作人员说，

满足条件后，居民即可向居委会或街道

申请，然后由街道统一向教委体育处申

报。随后教委体育处会派专人前往现

场作进一步考察，在确定小区满足相应

条件后，即可向市级主管单位申请器材

并进行安装。 记者 温暖

居民可在居委会登记申请

安装场地不能小于100平方米说
法

焦点

多个小区没有健身器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