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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本市一些小区紧邻快速路和车流
量大的道路，
有的立交桥上、
路旁没有
安装隔音屏障，有的安装了隔音屏障
也损坏了，汽车通行时的噪声影响周
边居民的生活。居民在夏天根本不能
开窗，
就是关着窗户，
噪声干扰也很严
重。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个问题。
读者王女士 王先生

芥云桥旁没装隔音屏障
居民开窗后 噪声迎面而来
8 月 11 日下午 4 点 14 分，一路记
者来到位于南开区密云路与西青道交
口的芥园北里小区。居民王女士说，
她住在 2 号楼 4 门，卧室窗户离快速路
芥云桥很近，而芥云桥靠近她家一侧
没有安装隔音屏障。自从入夏以来，
他们都不能开窗睡觉。尤其是到了晚
上 10 点到 12 点，芥云桥上经常有工程
车驶过，
不仅车速快，
鸣笛声也很响。
随后，记者来到 2 号楼 4 门的王女
士家，
未开窗时屋里很安静，
打开窗户
后，芥云桥上的汽车噪声迎面而来。
王女士说，这还不算严重，晚上 10 点
以后，外面传进屋里的声音就像汽车
在身边开过一样，让人根本无法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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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一些小区紧邻快速路和车流量大的道路，有的立交桥上、路旁没有安装隔音屏障，有
的安装了隔音屏障也损坏了——

入睡。
王女士和小区居民曾多次向市建委
反映过这一问题，
希望安装隔音屏障，
但
是都没有结果。现在他们也不知道该向
哪个部门反映情况，
大家都有些无奈。

北营门桥旁没装隔音屏障
住户只能在厅里和大卧室活动
下午 3 点 30 分，一路记者来到红桥
区御河湾新苑小区，该小区 7、14 号楼紧
邻快速路北营门桥，靠近快速路一侧居
民深受噪声困扰。记者步测小区 14 号
楼与快速路之间最近的距离仅六七米。
记者见到了反映人王先生，王先生说，
小
区建成已经十多年了，后来修建快速路
时没有安装隔音屏障。居民们一直向区
建委、市建委反映这个问题，
但是到今天
隔音屏障也没有装上。
记者来到 14 号楼 4 门的王先生家
中，
在靠近快速路一侧的小卧室，
房间的
窗户紧闭。为了降低噪声，王先生把小
卧室的门都关上了，家人只能在厅里和

大卧室活动。

月环里附近的红旗路上
隔音玻璃八九块不知去向
8 月 11 日下午 2 点 30 分，一路记者
来到南开区月环里小区附近的红旗路
上，看到小区紧邻红旗路的几栋楼旁加
装了隔音屏障。在月环里 1、2、3 号楼
旁，
有八九块隔音玻璃已不知去向，仅剩
下玻璃外的铁框。
一位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些隔音
屏障是地铁天拖站开工后安装的。刚装
完时效果挺明显的，
但现在时间长了，
有
的隔音屏障破损了效果就不大了，临街
的居民都紧闭窗户，
夏天特别热。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
多个部门各有说法
针对御河湾小区快速路西青道段、
芥园北里小区快速路密云路段未安装隔
音板噪声扰民问题，记者联系了市道桥
管理处，
办公室人员说，
道桥管理部门只

负责对道路和桥梁建成移交后的设施进
行养护维修。如果快速路高架桥隔音板
在前期未规划，后期想新增的问题，应该
去咨询建委。
记者联系了市建委，相关科室人员
说，
他们只是监督施工单位，
按照施工图
纸进行道路桥梁施工建设，
是否规划安装
隔音板，
得联系规划单位，
他们不了解。
记者拨打了市规划局的电话，电话
随 即 转 到 市 便 民 服 务 专 线 88908890。
接线员说，现在规划局的对外电话已转
接到他们这里。他们会将市民反映的问
题记录下来，
尽快反馈给规划部门。
就日环里小区居民反映的问题，记
者联系了市道桥处，
办公室人员说，这些
隔音设施不是他们所建设的，可能是当
初地铁开工后，为了防止扰民安装的。
随后记者与地铁集团取得联系，办公室
相关人员说，
对于居民反映的问题，他们
会尽快去核实。
针对几处噪声扰民问题，记者与市
环保局取得联系，
相关部门人员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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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居民深受噪声困扰

编辑同志：
我在南开区白堤路
二十五中学对面的体适
堡健身会所办理了一张
奥林健身俱乐部称工作人员疏忽所致
健身卡，
卡的使用期限是
两年半，
截止日期是今年
12 月 1 日。但去年这家
编辑同志：
健身会所停业，
并迁到了
今年3月，
我通过搜房网房天下平台购
白堤路上的颐高数码广
买了一套二手房，
并与搜房网的线下公司
场，
现在叫奥林健身俱乐
——天津房天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
部。因离家远，
在新健身
购房合同。合同规定房天下房地产公司为
馆健身还需再加钱，
我想
我提供商业贷款服务。当时，
工作人员告诉
办理退卡，
并于今年1月、
我商业贷款审批利率可以按照8.5折计算，
5月、
8月多次到奥林登记
这也是我选择从搜房网买房的原因之一。
退卡。8月10日上午，
我
再次来到奥林询问，
前台
工作人员却说，
没有我登
记退卡的信息。我感觉
这种做法十分不合理。
读者韩先生
8 月
记者调查 10 日 下
午，记者联系了这家奥
林健身俱乐部，一名负
责人说，会员韩先生的
退卡信息没有登记上，
可能是因为工作人员的
疏忽所致。他们现在正
在统计需要退卡的会员信息，
并及时上报
编辑同志：
给领导。一旦有了结果，
将逐一打电话通
8 月 8 日傍晚，我途经天津远洋未
知会员，
明确告诉会员能不能退卡、如何
退卡。
本报记者 刘 波

记者值班热线安排

王权

房贷手续办下来后，
第一个月还款时，
我发
现贷款利率竟然是按9折给我计算的。这
期间也没有搜房网的工作人员通知我利率
有变化。如果按9折计算房贷利率，
我要多
花2.5万余元。对于搜房网的这种做法，
我
不能接受。
读者年女士
8 月 10 日上午，记者
记者调查 联系了天津房天下房地产

停车场出入口污水外溢
天津远洋未来广场对排水井进行清淤
来广场地下停车场新开路出入口时，发
现周围地面上有大量污水从排水井中
溢出（左图），形成了一条宽约 3 米、长 10
余米的污水带。污水从停车场出入口一
直漫延到新开路上，还散发着难闻的臭
味，
给行人和车辆的通行造成影响。
读者庞女士
8 月 9 日 下 午 4 点 30
记者调查 分，记者来到天津远洋未
来广场地下停车场新开路出入口，看到
地面多处流着污水，可以闻到污水散发

博雅花园内手机信号差
移动方面解释原因并致歉
编辑同志：
我是津南区咸水沽镇博雅花园的居
民。我们小区的移动网络信号一直都不
好，打一个电话中途要断好几次才能把
话说完，而且每次打电话都要走到阳台
上，才能收到信号。用移动手机号上网
也很困难，别说视频看不了，
就连打开个
图片都很费劲。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 5
个多月，希望移动方面能尽快解决这一
问题。
读者窦先生

经纪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称，
年女士反映
的问题确实存在。年女士的房屋商业贷
款利率从承诺的 8.5 折变成了最终审批
下来的 9 折，是他们没有及时通知年女
士，导致年女士要多还 2.5 万余元的利
息。他们已经向上级公司汇报，并将与
年女士沟通此事。
本报记者 狄 慧

的臭味，有些污水已流淌至 10 米之外的
新开路上。过往的行人不得不在流淌的
污水中寻找干净路面穿行。
随后，
记者找到天津远洋未来广场的
物业部门，
一位负责人与记者一同来到污
水外溢现场查看情况。此时，
停车场出入
口旁的一处盖有铁箅子的排水井，正在
出现污水跑冒情况。这位负责人见状后
说，这可能是暴雨期间这一区域长时间
被淹，
排水井里积聚了过多的异物，导致
排水通道堵塞所致。他们将尽快派人清
淤，
并加强日常的巡查和维护。
8 月 10 日中午 12 点 30 分，天津远洋
未来广场的物业部门负责人联系记者
称，
他们对排水井进行了清淤，路面存留
的污水也被一并清除。
本报记者 梁晓钟文并摄

交通噪声及由机动车辆产生的噪声污染
不归环保局管理，至于是否可以进行噪
声测试，
需要请示领导。记者查询了《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天津市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
《声环境质量标准》，
这
些法律法规明确：
新建公路、城市高架和
轻轨道路、铁路、地铁（地上部分）经过已
有的居民区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间隔一定距离。
有可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建设单位
应当设置声音屏障或采取对两侧敏感建
筑物安装隔声门窗等控制环境噪声污染
的措施。
立交桥上、路旁安没安隔音屏障，
隔
音屏障是否损坏，这些看似不是什么大
事，但却与周边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如果没有安隔音屏障，或是隔音屏障损
坏了，居民们就会深受汽车噪声困扰。
希望相关管理部门真正重视这一问题，
让生活在快速路和车流量大的道路周边
的居民，
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相关视频请在今晚网视听栏目观看）

读者

信号灯屏幕破碎 李女士向

本报反映，南开区咸阳路与汾水道交口，
一个交通信号灯显示屏玻璃破碎，
希望有
关部门尽快修复。
本报记者 赵 娜 通讯员 臧百悦文并摄

读者

破沙发占据盲道 连女士向
本报反映，
在红桥区前园道上，
有多个破烂
不堪的沙发被丢弃在马路便道上，
并且占据
了盲道，
影响行人通行。
本报记者 殷 莹 通讯员 王月霞文并摄

供热报停被多收补

编辑同志：
7 月下旬，
我去位于
市供热办认定碧泉供热站收费不合理
河东区中山门二号路的
碧泉供热站，
给我家房子
办理供热报停手续。当
时，
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
报停供热需要收取20%的
热能损耗补偿费，
但因为
我家是按计量表收费，
所
以按照采暖费的 30%收
读者
取。在签订的暂停供热
张女士向
合同上，
工作人员将这部
本报反映，
和平区长春道上一处通信机箱
分收费条款由20%手写修
门敞开，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
改为30%。我家采暖费是
部门及时维修。
1700多元，
本应按照20%
本报记者 狄 慧 通讯员 刘学强文并摄
收取的340多元补偿费却
变成了500多元。因为我
提前了解了收费标准，
热
能损耗补偿费都是按照
20%收取，
我认为供热站
的这种作法有违规之嫌。
读者郭女士
8 月
记者调查 10 日 下
午，记者拨打碧泉供热
站的固定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随后，
读者
记者联系了该供热站站长，对方说，他不
程先生向
清楚这件事。关于郭女士提出的补偿费
本报反映，
河北区金钟河大街河北省水电
多收 10%的质疑，对方说，原来的老合同
勘测设计院门前的人行道上，
有一段护栏
就是按照 30%收取。
倒地多日，
至今无人维修。
随后，
记者联系了市供热办，
有关人员
本报记者 高小妹 通讯员 杜 鹃文并摄
说，
不论新老合同，
碧泉供热站按照30%收
取热能损耗补偿费都是不合理的。按照本
市相关规定，
暂停用热期间，
每个供热期热
能损耗补偿费收取标准，
为供热采暖费的
20%。他们将让该供热站把多收的10%退还
给郭女士。
本报记者 狄 慧

通信机箱门敞开

护栏倒地无人修

8 月 9 日，记者联系了
记者调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
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有关人员经过核实
后说，
窦先生反映的问题属实。博雅花园
的移动信号确实不好，小区内只有 2G 网
络，
并且出现了故障。这个问题需要新增
信号发射基站才能解决。目前，
他们正在
督促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对于给移动客
户带来的不便，
他们表示歉意。
本报记者 赵 娜

读者

指示牌指引误导 苏先生向
本报反映，塘沽海滨高速桥下辅路，有一
块通往新港三号路的指示牌，
但指示牌前
方通往新港三号路的路口却已封闭，
给过
往车辆造成误导。
本报记者 庄 媛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