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区消防员代表中国首次征战“消防员奥运会”

“由于污水的泄漏和蔓延，小区内部

环境受到严重影响。”近日，市民孔女士

给本报热线打来电话，反映由于底商饭

馆污水泄漏，导致小区路面布满污渍，车

辆、行人难以通行。“饭馆的油烟机口也

紧挨着楼道口，居民的居住环境受到影

响，苦不堪言。”孔女士说。

孔女士是四季花苑小区的住户，她

告诉记者，小区68号楼楼道门口因为地

面的污水油渍蔓延至停车位，导致车辆

无法停车、行人无法行走。孔女士说，油

渍不仅影响环境卫生，而且也存在安全

隐患，行人很容易滑倒。“这些油渍都是

来源于底商饭馆的污水管道。”孔女士

说，每隔一段时间，污水管内的油渍和脏

污就会渗漏到道路上，旁边就停放着私

家车，车辆轮胎碾轧油渍后行驶，从而导

致小区道路到处都布满了油渍。

记者注意到，就在68号楼附近的一

家底商旁边的通道内，就是私家车的停

放场地，但是地面上已经被大片的黑色

油渍占据，路面上还有一滩滩的污水。

有业主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饭馆污水管道

内溢出的。“不仅是污水外溢，饭馆的油烟

机口也挨着楼道。”业主表示，他们都不敢

打开门窗，因为油烟味儿太重。采访中，

业主告诉记者，污水管道油污外溢问题存

在已久，一直未解决，业主十分困扰。

随后，记者就此问题联系到了小区

居委会以及街道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四季花苑小区由于底商饭馆较

多，因此的确存在油污的问题，再加上该

小区饭馆的排污管道与居民下水管道为

同一个，开发商设计的下水管道直径有

限，油污的长期堆积导致管道负荷过重，

有外溢的现象。“其实物业清理已经很勤

快了，但由于外溢情况比较严重，因此路

面还是存在油污。”工作人员表示，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街道居委会多次与底商

协商，看是否能独立设置下水管道，与居

民管道分开，但目前只有部分底商同意

改造，所以协商工作还在进行中。另外，

工作人员也表示，四季花苑小区1期目

前已由街道出资建造防油池，底商排出

的油污可以进行油与其他垃圾的分离，

然后单独清理油污，这样就可以避免下

水管道的堵塞和外溢。工作人员表示，

孔女士反映的区域属于四季花苑2期，目

前居委会也已向街道相关部门提交了申

请，看是否能在2期也建造防油池，争取

尽快解决油污外溢的问题。 记者 田敏

底商油污外溢
小区道路难行

回应：正在协商改造管道或建造防油池

记者记者 田敏田敏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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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天津开发区万业源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独家委托合同两份，合同

编号分别为 1800301、1800232，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坐落于天津市塘沽区安阳里 20 栋 4

门 302号的房屋，由刘家海持有的塘沽区

教育局集资建房协议书(塘教房字第 387
号)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津KKT858，行驶证与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丢失，特此声明。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记者昨日从

滨海新区公交集团获悉，为方便游客前

往国家海洋博物馆，滨海公交于9月26

日开通947路海博馆专线。

此前已开通的972路可由海洋博物

馆公交站往返高铁滨海北站，此次 947

路海博馆专线开通后，将成为第二条连

接海博馆与高铁站的公交线路。

947 路中途设站为高铁滨海站、公

安街、新华里、泰达会馆、黄海路、顶新

总部、药明康德、交警四大队、渤海钻探

研究所、天海公寓、劲量电池、富士通

天、金耀集团、丰田模具、黄海路第十三

大街、六合镁、裕腾置业、南海路第十三

大街、尚德园、北塘指挥部、北塘文体中

心、黄海北路、北塘大街、动漫园、生态

城服务中心、生态城中生大道、家和园、

美林园、人才公寓、枫丹园、海洋博物馆

公交站。

高铁滨海站首班车发车时间为

7:3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18:00；海洋博物

馆公交站首班车发车时间为 9:00，末班

车发车时间为 19:15。票价 2 元，老年

人、残疾人免费乘车卡有效。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记者从天津

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方便市

民游览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我市将于10

月1日起开通市区至航母主题公园直通

公交专线。

据了解，新开通的 462 路航母班线

由天津站公交站开往汉沽中心站公交

站，有车时间为周六、日和法定节假

日，8:00 和 9:00 从天津站公交站发车，

14:00、15:00 从汉沽中心站公交站返

回，途经远洋国际中心地铁站、翠阜新

村地铁站、天津八中、空港经济区、华

明镇、天骥智谷、滨海高新区、中心庄

路、北塘企业总部、北塘古镇、动漫园、

中新天津生态城、仁副营炮台、双威悦

馨苑、芦花庄园、航母主题公园，线路

单程 76.7 公里，全程计划运行时间 100

分钟。目前，市公交集团正在加快推

进开线前各项准备工作。

据了解，目前共有5条公交线路通

往航母主题公园，分别为 127 航母线、

127力高线、127渔港线、972路、939路，

以上线路与轻轨9号线、高铁滨海站和

滨海新区主要公交站点连接。

此外，考虑到汉北路上的滨海航母

主题公园公交站因周边道路施工，乘客

下车后步行至公园较远，为了避免误导

乘客乘车，市道路运输局已将滨海航母

主题公园站更名为泰一路站，相关单位

正在逐步更换站名信息。

947路海博馆专线
9月26日开通运营

市区至航母主题公园
将新开直通公交专线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东北地区的小鸡炖

蘑菇、锅包肉，汉沽地区的皮皮虾、油焖大虾，

老天津卫的蒸切糕，湖北省的鸡蛋炒面鱼……

近日，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各式美食一起出现

在了生态城宜禾社区美韵园24号楼门前的桌

子上。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邻居们坐在一起，

分享各地的美食，畅聊家常，让之前陌生的邻

里关系慢慢变得熟络起来。

据了解，这是宜禾社区居委会为了打破邻

里间不相往来的现状、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打

造坚实基础而举行的第三届“邻里守望心连

心，文明城区共创建”社区邻里节楼聚活动。

活动采取自愿报名的原则，共有十多个家庭报

名，每家准备2-3个自制菜品，宜禾社区党总

支、居委会及美韵园物业负责场地布置，大家

都把拿手好菜制作出来，开启一场美食分享之

旅，开启了邻里之间的心门。

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聊着，不时爆发出欢

乐的笑声，场面温馨动人。聚餐结束后，大家

自发收拾整理，将场地清理干净，共同维护自

己的家园。大家纷纷感慨道，从邻居变成家

人，原来很简单。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杨玉荣）日

前，由大港油田离退休人员自编自导自演的

“壮丽 70 年，奋进新时代，情暖夕阳红，助力

500 万”文艺演出在油田幸福广场拉开帷幕。

500余名离退休老同志欢聚一堂，喜迎国庆。

舞台节目由峥嵘岁月、民族璀璨、时代同

行、节日欢歌共四个篇章24个节目组成，均由

离退休管理中心所属四个退休服务分中心选

送。退休人员在悠扬欢快的节拍中，随着欢快

的旋律，为现场观众表演了舞蹈、戏曲、歌曲、

茶道、器乐等节目，获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声、欢呼声。

观看演出的退休人员赵阿姨说：“最喜欢

京剧《中国脊梁》那个节目了，唱得有气势，唱

出了民族的发展，唱出了中国人奋发向上的精

神和积极进取的意志，更唱出了中国人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发展！”

参加太极表演的退休职工张胜利说：“特

别感谢离退休管理中心给我们搭建的平台，

更好地展现了我们老同志的精神风貌和阳光

心态。”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潘
法宽 陈楠）新区一女子发现自己银行卡里的

钱被盗刷，报警求助后才知道竟是自己的8岁

孩子玩游戏充值所致。

日前，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港分局民警接

到群众报警求助称，其银行卡内的钱被盗刷。

民警接警后立即展开调查。经过详细询问得

知，报警人的银行卡是与自己的微信绑定的，9

月 7 日至今，其本人的银行卡消费 10000 余

元。经过报警人同意，民警查看这名报警人的

微信消费记录发现，先后有10多次的游戏充

值记录。民警联想到最近多发的未成年人“任

性”游戏充值的案例，便向这名报警人仔细询

问家中是否有小孩子使用她的手机玩游戏。

经了解确认，报警人有一名8岁的孩子，平时

常用她的手机玩游戏。由于其微信支付密码

在带孩子购物时输入被孩子发现，才有后续游

戏充值的事情发生。

在查明事情真相之后，民警告知报警人及

时与游戏充值客服联系处理，同时告知其要注

意保护自己的支付密码，避免出现类似情况。

报警人当场对民警的帮助表示感谢。

美食分享之旅
开启邻里心门

离退休人员自导自演
24个节目展现精气神

熊孩子玩“手游”
半月花费逾万元

注销公告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报刊发行站，根

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一根电话线引出的故事

王树德老人是寨上街东风北里的居

民，从天津化工厂工作了 40 年后退休。

王树德参加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在朝

鲜战争中负伤致残。近几年，因为身体原

因，搬到了市区和女儿一起居住。老人回

忆起参加革命的经历，风趣幽默地说：“这

是一根电话线引出的故事。”

1948 年，当时只有 14 岁的王树德家

住武清，私塾放学后，他最喜欢到家对面

的医院玩。当时，医院里住着很多伤兵，

慢慢王树德和伤兵中的一个军官成了朋

友，而这名军官的真实身份是潜伏的共产

党员。王树德思想先进，向往参加革命。

后来他终于接到了第一次任务——利用

孩子的身份，混入当时的武清老县城的地

方保卫队的办公地，将电话线破坏。王树

德机警地完成任务后，当天晚上武清就打

响了攻城战役。王树德通过了组织的考

验，成了38军补充团的通讯员。因为年

龄小，战友们都叫他“小毛头”。

在战场上历经生死

谈到过去的岁月，老人刻骨铭心。“我

是1950年12月到达朝鲜的，1951年10月

4日负伤。”王树德老人告诉记者，当时，

他们在炮校接受简单的培训后，一起奔赴

了朝鲜战场。当时，王树德所在的部队驻

守在朝鲜芥川，高炮手的任务就是抢占制

空权，击落美国的飞机，保护附近的运输

军用物资的火车站。1951 年 10 月 4 日，

部队正在向附近的山上转移，本来在山上

已经准备好了阵地，但是因为下着雨，转

移遇阻。炮手们就在高射炮上待命，一旦

发现美国飞机，随时开打。没有了掩护，

战斗打响后王树德受了伤，三颗子弹分别

穿透了他的手腕、前臂，手掌被炮弹片炸

伤。负伤后，王树德被送往朝鲜的医院，

医生判断为了保命必须截肢。当时，王树

德只有16岁，部队领导觉得年纪这么小

就失去手臂太可惜了，就第一时间把他送

回了国内。经过国内医生的精心治疗，王

树德保住了手臂，但是失去了部分功能。

后来，王树德得知，除了负伤的他，整个连

队的战友全部牺牲了。1952年4月，六级

伤残的王树德服从命令复员回到了武清。

退伍不忘军人本色

“今年这个国庆节最有纪念意义！这

么多年，街道和社区一直都没忘记我们这

些老兵，我特别感动。今年，国家颁给我纪

念章，我很荣幸！”王树德老人说。寨上街

的工作人员不但给老人送去了慰问金，还

亲手给老人戴上了奖章。东风里社区的负

责人代表社区为老人送上了社区居民手工

编织的工艺品，祝福老人平安健康。

老人的女儿说：“父亲对工作总是精益

求精。在天津化工厂工作的40年里，父亲

一直从事焊工工作，是车间的技术骨干。

有一次，有一个直径300的钢轴，厂里没有

人能用气焊切割，就来家里把正在休假的

父亲叫回了厂里。父亲去了整整一天，终

于顺利地切开钢轴。回家后，他摘下手套

才发现，受伤致残的左手因为没有知觉已

经被烫伤，满是燎泡。但是，第二天，父亲

戴上手套，遮住伤口，接着上班去了。”

王树德说：“我是一名老兵，虽然脱下

了军装，但是一辈子都是军人。感恩党，

感恩国家！”

85岁新区老兵收到特别的“国庆礼物”

“这个国庆节最有纪念意义！”
■ 时报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国庆前夕，寨上街的工作人员驱车一个多小时从滨海新区寨上街
来到北辰区宜兴埠，找到85岁的王树德老人，为的是第一时间将一枚
珍贵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送到老人手里，这
枚纪念章落款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 服务信息

世界消防救援锦标赛素有“消防

员奥运会”之称，代表了全世界消防技

能的最高水平。作为一名消防救援队

员，能够参加这样的大赛一直是潘海

清的梦想。

首次亮相国际赛场，应急管理部

消防局从22个消防总队的258名业务

骨干中海选了133 名指战员进行实地

测评，成绩优秀的才能进入60人集训

名单，集训中最突出的12名队员才能

代表国家出战。

“参加选拔的都是精英，水平都

很高。只有比别人多流汗、多钻研，

才能弥补不足、缩小差距。”潘海清凭

着拼一拼的劲头开始每天加练。一

天又一天下来，高强度、超负荷的训

练量让潘海清的手掌、肘部、膝盖及

小腿等都“挂了彩”。

经过不到两个月的艰苦训练，潘

海清的业务水平和竞赛成绩有了飞跃

性的提高。靠着这种“不服输”的精

神，他靠硬实力成功入选“国家队”。

今年的第十五届世界消防救援锦

标赛吸引了17个国家的325名消防救

援人员云集萨拉托夫一决高低。“我们

没什么大赛经验，所以前期就认真熟

悉各个项目的细则和对手每个项目的

比赛成绩，然后拼尽全力，去争取好成

绩。”潘海清告诉记者，“我们中国的队

员都是好样的，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放

弃。别的队伍有的失误了就直接放弃

了，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队不会出

现。”潘海清说，作为一名中国选手他

非常骄傲自豪。

如今比赛结束，回到中队的潘海

清马上就投入到紧张的执勤备战之

中。“每年国庆节大家休息的时

候，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队友

都得在岗位上时刻待命，准备

‘作战’。”潘海清说，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他一

定会把比赛中锤炼出的

精气神坚持下去，用实

际行动守护一方平安。

9月11日，第十五届世界消防救援锦标赛在俄罗斯萨拉托夫举行，中
国消防代表队首次参赛，亮相国际舞台。来自滨海新区高新区消防支队
物华道中队消防员潘海清经过层层激烈角逐，一路过关斩将，成为此次为
国出征的12名国家队队员之一，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消防精英同场竞技，
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东方“火焰蓝”顽强拼搏的风采和魅力。

“能够为国出战，为国争光，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好的献礼。”昨
日，载誉归来的潘海清激动地对记者说。

“为国争光是最好的献礼”

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训练现场训练现场

王树德王树德（（右右））收到收到““国庆礼物国庆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