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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首席记者 叶松丽

4月 1日，晨报报道了“网约车司机
车门被乘客摔坏， 修车费被平台扣回”
一事。根据添猫平台指引，网约车司机卫
师傅把 260元修车费以“附加费”名义，
添加到乘客账单里。后来又因乘客投诉，
这笔修车费被添猫和高德打车平台扣

除。“老叶较真”栏目对此报道后，两家
平台最终作出回应：支持卫师傅的申诉。

此前，卫师傅在跟两家平台沟通过
程中， 这两家平台一度互相扯皮推诿，
都声称那笔修车费是对方扣除的。

针对乘客“恶意附加费”的投诉，3
月 25日，卫师傅就已向添猫出行平台提
交申诉， 平台说好 48 小时就要完成审

核，可久拖没有结果。
“老叶较真”栏目对此报道后，4 月

2 日上午，卫师傅告诉记者，添猫平台已
经支持了他的申诉， 并于上午 9 时 46
分，通过个人账号向他转账 260元。

卫师傅没想到，当天下午，又有一笔
260元转账到了他的账户。后来，卫师傅
把多余钱款退回。

晨报首席记者 叶松丽

人间四月，草木葱茏。 然而，在
松江区新桥镇四季御庭晶苑小区，
却有 150 多棵香樟树，因为“拦腰
斩断式”过度修剪，至今没有长出
一片叶子。 是谁剥夺了 150多棵树
的春天？ 谁来为它们主持公道？

反映：大树被修剪成木桩

新桥镇四季御庭晶苑是一座别
墅小区。 小区里面沿着绿篱围栏栽
了两排香樟树。 业主王先生告诉记
者，十多年前他入住时，小区里绿树
成荫，香樟树的直径就有 20-30 厘
米。 但从 2019年秋天开始，小区物
业就开始大肆砍伐最外围那一圈香
樟树，大约有 150 棵香樟树被拦腰
斩断，片叶不留，只剩下不足两米的
树干在那里，像一排木桩。

4 月 6 日中午， 记者在该小区
看到，这些被“腰斩”的大树，大部
分疑似枯死。部分被“腰斩”的香樟
树也曾有嫩芽长出来，但是经过一
个冬天，嫩芽都已经枯死，没有再转
青。 这些树在小区最外侧，紧靠绿
篱围栏。 沿着明华路到明中路，再
从明中路到小区大门口，都能在马
路上看到这些被腰斩的香樟树。

物业：因为影响居民生活

居民罗先生支持修剪香樟树，
他的理由是树叶飘到他们家阳台
上，会堵塞地漏。 此外，台风期间曾
有大树枝掉下来，砸坏他家的车子。

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沈女士告
诉记者， 这些树是开发商在 2005
年建房时种下的，此前一直没有被
修剪过。 最近几年，业主多次反映，
靠明华路、明中路那一带的树对他
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

沈女士说，业主对大树的意见
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台风会把树吹
歪，曾有树枝掉下来，砸坏了业主的
车子；其次，落叶会飘进三楼的雨水
沟，造成雨水沟堵塞积水；再者就是
树叶飘进业主家敞开式的阳台露
台，堵塞地漏，一下雨就积水，“阳
台积水深了，就漫进房间里去，居民

都投诉过好多次了”。
于是，物业公司决定修剪大树。
记者：树被修剪成这个样子，是

谁修的？
沈女士： 是物业公司请第三方

施工的。
记者： 是否到相关部门去审批

过？
沈女士： 我们曾经到松江区绿

化部门去申请过。当时，松江绿化部
门说我们自己修剪就可以， 不需要
在他们的行政许可。 如果小区没有
成立业委会的话，只要报到居委会；
如果成立了业委会， 就要报到业委
会。我们小区没有成立业委会，我们
就报到了居委会。修剪前一周，我们
在小区内发了通告，告诉了业主。

记者：居委会讲没讲怎么修剪？

树干保留多高？
沈女士：没有讲。
记者：施工时有没有园林绿化

部门的人到场做技术指导或者验
收？

沈女士：没有。 他们说，我们自
己修剪就可以了。

小区居委会负责人陆先生告诉
记者，四季御庭在小区里修剪大树
之前，的确曾打电话跟他说了一下。

记者：你有没有告诉他们，树干
保留多少？ 树冠修到什么程度？

陆先生：这个应该由专业的部
门来把握。

记者：你所说的专业部门是哪
个部门？

陆先生：应该是绿化和市容管
理部门。

疑问：过度到何种程度？

小区内“拦腰式”修剪大树，到
底要不要到绿化管理部门办理审
批？ 松江区绿化管理部门给了记者
明确的回答：不需要。

去年 10 月， 松江区绿化委员
会办公室、 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 松江区房屋管理局联名发布了
一本《松江区居住区绿化调整技术
指导手册》（以下简称 “手册”）。
手册明文规定，“需要行政许可项
目”包括“树木的迁移、砍伐以及临
时占绿”。 不过，手册里也对小区树
木写明了“修剪技术要求”：居住区
乔木一般采用自然式修剪， 以疏枝
为主，尽可能减少大枝剪除，主要是
剪除妨碍树木生长的枝条。

绿化林业科徐科长说， 小区绿
化问题比较复杂， 其养护单位一般
都是小区物业找的一些没有专业知
识的单位在修剪， 甚至是小区物业
自己在修剪。从照片上看，四季御庭
就是所谓的“杀头”式修剪，也就是
过度修剪。徐科长告诉记者，虽然小
区内修剪树木不需要行政审批，但
是小区物业首先要有一个修剪方
案，方案还要征询业主的意见。

记者： 如果物业给出的修剪方
案，小区业主都同意了，但是方案不
符合上述手册要求，怎么办？

徐科长：如果他们报过来，我们
会找专业人士去指导。 去年，洞泾镇
一个小区修剪树木就比较谨慎，他们
把方案报过来，我们专门从园林中心
找了一个老师到现场去指导。他们最
后的修剪肯定是符合要求的。

记者： 如果他们方案不主动报
过来呢？

徐科长：小区物业自说自话，这
种情况多了。 我们现在会同房管部
门一起来做这件事。 因为物业是听
他们的，不听我们的。如果房管部门
跟物业公司说， 以后你们要修剪树
木， 一定要先去征询相关部门的意
见，效果会好一些。

在手册“各部门职责”这一页，
规定市、区绿化管理部门按照《上
海市绿化条例》的规定，对居住区
绿化调整实施行业管理， 负责居住
区绿化工作的监督与指导。市、区房
屋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物业服务企业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
相关服务的监督管理。 根据格式化
《物业服务合同》样本，小区物业要
定期对公共绿化设施巡查， 根据季
节气候不同情况进行淋水、 修剪等
养护工作。 做到保持小区内各类树
木、草地达到美化、绿化，生态良好。
但并无树木修剪规范方面的表述。

记者： 在整顿小区树木乱修剪
方面， 目前你们跟房管部门有没有
比较成功的合作案例？

徐科长： 我们正在建立联动机
制，形成合力。

记者：您刚才说，对小区过度修
剪树木的行政处罚权在城管那边。
你们跟城管是怎样联动的？

徐科长：城管如果发现情况，一
般是先给我们来个《协助调查函》，
我们派人到现场去核实， 树木到底
“杀头”杀到什么程度？给它们认定
一下。 城管部门按照我们认定的情
况作出处罚。

小区 150 棵香樟树被“腰斩”式修剪
大部分没有长出嫩芽不知死活 小区树木过度修剪需不需管？ 该谁管？

平台支持司机申诉
被扣修车费回来了

� � � � 那么，四季御庭小区 150 多棵
香樟树被“拦腰式”修剪的情况，城
管部门是否知情呢？ 松江区新桥镇
城管中队工作人员王先生给予了
回应。

记者：四季御庭 150 多棵香樟
树被过度修剪，这个情况你们掌握
了吗？

王先生：过度修剪或者“杀头”
式修剪的情况，要到现场调查才能

确定。 你说的这个情况，目前我们
还没有完全掌握 。 四季御庭这些
树，我们要到现场勘察之后才能确
定。 如果超出常识的判断，我们也
会到绿化管理部门申请鉴定 。 然
后，我们根据鉴定结果 ，再依法依
规作出处罚或者处置。

记者：小区内的树木被过度修
剪，通常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是靠
居民举报还是通过日常巡查？

王先生：都有的。
4 月 7 日， 松江区新桥镇城管

中队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该中队已
安排人员去四季御庭查看，发现确
有部分树木被修剪，究竟算是过度
修剪还是砍伐，他们打算向专业部
门申请鉴定。

接下来，“老叶较真”将持续关
注四季御庭小区这 150 多棵香樟
树的命运！

城管：拟向专业部门申请鉴定
被拦腰过度修剪的香樟树大部分疑似枯死，树桩光秃秃的显得格外刺目。 /晨报记者 张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