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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游海河
感受新变化

时报讯（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日前，海河

客运有限公司、新区烹饪协会以及柠檬树居家

养老信息服务公司联合举办了“献爱心 新区

老人畅游海河”活动。

活动中来自新区各社区的50余位老年人

坐上海河游轮，饱览海河两岸发展建设新风

貌，体会改革开放给新区带来的丰硕成果。

老人们纷纷表示，年龄大了平时出门不

多，这次畅游海河活动使大家开阔了眼界，真

实地感受并了解了新区的发展建设和变化。

小区内捡到钱包
辗转寻失主归还

时报讯（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近日，漓江

里社区居民徐宝凤在小区饮水站打水时捡到

一个黑色钱包，看到钱包内有银行卡、身份证、

居住证等重要证件时，她立即找到所在的漓江

里居委会寻求帮助，希望能帮忙找到失主。

徐宝凤说，当时她是去小区纯净水饮水机

打水，看见地上有个黑色的东西，像是钱包，捡

起来之后看到里面有各种证件。“我岁数大了，

不知道怎么找到失主，这里面的证件都那么重

要，失主肯定特着急。”徐宝凤说。她急忙赶到

社区，请工作人员帮忙。

社区工作人员在包内找到失主身份证，按

照身份证上的地址联系到失主的父亲，随后，

失主来到漓江里居委会认领。经过核实，确认

钱包属于该失主，徐宝凤亲自把钱包交到失主

手上。失主拿到自己的钱包，连声道谢。

时报讯（记者 田敏）“小区内早餐车乱停

乱放，导致环境变差了。”近日，市民陈女士致

电本报热线称，小区内由于众多早餐车辆的停

放，不仅造成了环境脏乱差的问题，而且也导

致私家车无处停放，给业主生活造成了不便。

陈女士是塘沽地区向阳里小区的住户，她

告诉记者，小区存在的环境卫生问题让业主十

分困扰，“小区内存在早餐车乱停乱放、环境

脏乱差的问题，可是无人管理。每天都有好多

早餐车胡乱地停在小区内，剩余的垃圾也被就

近倒进了井盖中，气温一高，恶臭难闻。”陈女

士说，还有一些“僵尸早餐亭”长期占用场地，

导致业主车辆无处停放。

针对陈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从小区所属

街道了解到，目前正在对小区车辆堆放问题进

行清整和整改，因涉及到私人车辆的产权问

题，相关部门需要与产权人沟通，不过目前进

展很快。另外，市民提出的小区环境问题，街

道也已安排居委会协调相关部门加强对小区

环境卫生的整治，及时清整垃圾，保障小区环

境卫生和居民居住环境。

餐车乱停占车位
环境脏乱引不满

时报讯（记者 张智）3 日，在“国际

残疾人日”到来之际，一场专门为残疾人

量身打造的智能手机专题培训在滨海新

区图书馆举行。

手机结账、叫餐、打车早已不是什么新

鲜事儿，智能手机、智能应用的普及让现代

生活更加便捷，然而一些残疾人朋友却由

于种种原因，难以感受到智能化的便利。

“我们现在组织活动，主要都是用微

信发布通知，但有一些残疾人朋友还不

会使用微信。”谈到开展活动的初衷，活

动主办方之一的滨海新区助残志愿者协

会负责人吴立莉告诉记者，“我们一直致

力于帮助残疾人共享阳光生活，所以就

有了举办智能手机培训的想法。”

作为一家网络公司的媒体编辑，李

凯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网络达人。此次，

滨海新区助残志愿者协会就邀请他做讲

师，专门给大家讲解手机支付、点餐、打

车等功能的使用。“这次讲座我不仅会教

他们各种软件的使用流程，还会指出一

些潜在的风险，提醒大家注意。”当天，李

凯细致的讲解让 30 余名残疾人朋友受

益匪浅。

“平时出门不方便，但一直不太会用

打车软件，今天算是学会了。”肢体残疾

人何筱英告诉记者，一方面由于年龄大

接受能力差，一方面由于生活圈子小，在

智能手机使用中遇到问题时经常是求助

无门，在“国际残疾人日”到来之际，能够

聆听这场专题讲座，可谓是又为残疾人

朋友扫除了生活中一个障碍。

智能手机专题培训
助残共享阳光生活

随后，记者就此问题联系到了ofo

天津分公司工作人员朱女士，她告诉记

者，ofo小黄车押金是可以退还的，并不

像网络所说无法退还。目前 ofo 小黄

车退还押金有两个路径：APP和客服热

线，客服较繁忙时会出现忙线情况，所

以推荐用户在 APP 直接申请，如果有

疑问可以联系APP在线客服。朱女士

表示，退押时间为0-15个工作日。

随后，记者多次尝试后最终拨通了

ofo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在APP上

操作退押金，一般需要 15 个工作日以

后才行，如果用户 15 个工作日后没有

收到退款，可能是原支付渠道更改，导

致押金无法原路返回。“比如当时支付

时，微信与银行卡绑定了，但后期又解

绑了，就会出现退还路径变化，无法退

款成功。”工作人员表示，此时用户可以

拨打客服热线通过客服人员在线办理

退还押金的手续，基本当天就可到账。

针对记者提出的客服热线很难打通的

疑问，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正在积

极努力增加客服人员，争取最大限度地

满足和保障用户的需求。随后，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会立即与马先生联系，帮

助其办理退款手续。 记者 田敏

12月2日，高新区第一学校操场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启动仪

式暨足球嘉年华活动在高新区第一学校中学部操场举行。在启

动仪式上，社区居民代表激动地表示：“以前都是驱车几十公里去

空港进行体育锻炼，现在家门口就有这么优质的活动场地，而且篮

球场、排球场、田径场都有，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图为第一学校操场专门设置的人脸识别系统。市民通过此系统

便可进入学校操场锻炼身体。 文/记者 牛婧文 图/记者 贾磊

申请退押金一个月后却仍未到账 客服热线打了百余次才接通

小黄车小黄车退押金
为何这么难

“我的押金一个多月了还
没退，到底还能不能退？”3日，
市民马先生致电本报热线称，
一个月前他就申请退还ofo小
黄车的押金，当时注明“0-15
个工作日到账”，但如今一个多
月过去了，押金迟迟未到账，打
开页面仍然显示“退款中”。马
先生说，遇到这类问题的还有
他身边的亲友。随后记者对此
情况进行了了解。

马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天气渐

冷，加上家门口的多数小黄车出现损

坏情况，因此马先生不打算再继续使

用小黄车，于是便在APP上申请了押

金退款。“当时提交退款申请后就显

示‘0-15个工作日到账’，但直到现在

都没退款。”马先生向记者展示手机

上 ofo 软件关于退款的进度，显示为

“99元，退款中”。

马先生告诉记者，10月27日他就

已经在APP上申请了退还押金，本以

为最晚15个工作日就会退款，没想到

至 今 一 个 多 月 了 仍 然 显 示“ 退 款

中”。马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妻子随

后也申请了退款，遇到了同样的问

题。马先生说，他们反复拨打 ofo 的

热线电话，但是一直打不通。

随后，记者也在手机上操作了退还

押金的手续，页面显示“99元，退款中”

字样，并备注“押金预计0-15个工作日

到账”，与马先生所提供的页面一致。

随后，记者尝试拨打ofo客服热线咨询

退押流程，但拨打24个电话仍未拨通。

有同样退款遭遇的马女士，则在

拨打了123个电话后，终于成功打通并

退款成功。马女士告诉记者，她也是

在APP上申请了退押金，在15个工作

日后仍然没有退款成功，于是她就开

始拨打客服热线进行操作。“我第一天

打了104个，第二天打了19个，终于打

通了，并且通过在线退款成功。”马女

士告诉记者，如果市民已经在 APP 上

申请了退押金，但15个工作日后没有

退款成功，可以拨打 4000507507 客服

电话，拨通电话后直接按 2，就会有客

服人员提供服务，到时可以在线操作

退款。“不到十秒，我的押金就到账

了。”马女士说。

焦点
分期付费报辅导班遭拒
市民赵先生昨天向本报反映，他的

女儿今年上9年级，明年将面临中考，但

女儿近来数学成绩不理想，为了冲刺中

考，赵先生决定给女儿报课外辅导班。

在位于紫云中学附近的一家全国连锁式

校外培训机构，对方给出的的报价是每

小时 230 元。赵先生带着女儿先是免费

试听了一个小时，感觉还不错，但接下

来，该机构工作人员便要求赵先生制定

至少一个学期的培训计划，费用大约超

过2万元。

赵先生是工薪阶层，每月工资在

4000 元左右，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他提出，可否先预交5个课时，遭到该机

构的拒绝。“一次性预交培训费，不只是

资金的负担问题，预先交款后的培训效

果如何评估？一旦培训机构出现经营困

境跑路怎么办？”赵先生说。

走访
“一次性收一年的费用”非个案

11月27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开发区

翠亨广场的一家名为知学教育的培训机

构咨询小学生英语培训收费情况。前台

引荐的一位教师告诉记者，他们目前针

对一年级孩子开设的主要是剑桥英语和

新概念英语，收费跨度为一年，一节课的

费用在130元至160元之间。“一周开设一

至两节课，建议每周上两节课。”该老师

介绍说。记者粗略算了一下，按照一年

的时间计算，算上寒暑假，费用将达几千

元甚至万余元。当记者询问能否先交一

部分费用时，该老师却表示他们机构都

是按照一年期限收费的。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位于鸿泰千佰

汇商场内一家名为瑞思英语的培训机

构。因为正逢放学时间，培训机构外已

等候了不少家长。当记者表示要咨询报

名事宜时，前台向记者推荐了一位课程

顾问。该顾问告诉记者，他们培训机构

的收费时间跨度为10至11个半月。以一

年级学生为例，一年的费用大约为1.5万

元，需要一次性交齐。“我们有自己的课

程体系，课程就是按照这个时间来设置

的。”该课程顾问说。

观点
辅导机构为防止生源流失
曾经在多家辅导机构工作过的何女

士告诉记者，以英语辅导为例，许多大型

辅导机构之所以选择收取一年费用，主要

是考虑到排班以及退费事宜。“一般有自

己的课程体系的辅导机构一本书需要10

个月左右才能讲完。孩子们报名后，会分

成不同的班级。如果只收取一个阶段的

费用，中途有人退班，那么这个班就缺人

了，而且因为进度的不同，不可能再插别

的学生进来。”何女士说，辅导班会考虑到

成本，老师的工资是固定的，人员是固定

的，如果学生人数少了，辅导班的收入也

就少了。所以即使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

政策，辅导机构也很难会主动配合。

此外，对于辅导班来说，尽可能地收

取更多的费用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利润，

可以防止生源的流失。只有将家长的钱

拿到手中，才是最稳妥的做法，而家长们

为了孩子也都大多舍得花钱。何女士

说，一般只要机构有明确规定说要收取

多长时间的，家长大多都愿意缴纳费用。

说法
一次性收费最长不得超3个月

11月15日，天津市政府曾下发《关于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工作方案》。

该方案提到，有关部门将重点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收退费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收

费要与教学安排相一致，不得趸交学费、

以预付卡的形式收取学费、捆绑或变相

推销学费贷款，要结合校外培训机构办

学规律对一次性收取学费的时间跨度做

出规定，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记者从新区教委职业成人教育处了

解到，上周教委已召集培训班负责人召

开了会议，并于12月底之前完成对新区

培训班市场的治理。 记者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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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一个月
押金未到账

电话打百通 退款才成功

可通过APP及客服热线退款相
关
回
应

家门口新添运动场

家长替孩子报课外辅导班欲分期付费遭拒

辅导班为嘛要一次性收费？
眼下已进入中高考备战的“冲刺季”，新区不少课外辅导班业务一时火爆异常。

不过，记者走访调查发现，不少辅导班都是一次性收费，让一些家长无所适从。

健康讲堂
——流行性感冒Q&A①

Q：流行性感冒的传染源是什么？
A：流感患者和隐性感染者是流感的主要

传染源。成人和年龄较大的儿童患季节性流

感（无并发症）期间，病毒在呼吸道分泌物中一

般持续排毒3-6天。

Q：流感病毒是怎么传播的呢？
A：流感主要通过飞沫传播，也可通过口

腔、鼻腔、眼睛等处粘膜直接或间接接触传

播。接触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体液和污染病

毒的物品也可能引起感染。

Q：流感的潜伏期有多长？
A：流感的潜伏期一般为 1-7 天，多数为

2-4天。

Q：流感的传染期有多久？
A：成人从出现临床症状起大约3-5天，幼

儿可达7天。

Q：流感病人需要隔离吗？隔离期多长？
A：流感病例隔离至退热后48小时。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

高新区第一学校操场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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