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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供水、供气、供热、

12319热线首批4个行业开始

执行规范化服务，市政设施

建设、城市道路照明、市政
设施管理、城市排水4个行
业也推出了行业规范化服

务标准，并计划12月15日试

运行，届时市政全行业服务
都将有明确的“硬杠杠”。

改建道路

5年内不得挖掘

目前市民意见较大的

还是马路修了没几天就开

挖，给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本

次市政设施管理行业服务标

准对此做出了详细规定。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

市道路5年内不得挖掘，大

修的城市道路3年内不得挖

掘。因特殊情况确需挖掘

的，由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

门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并

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加倍收

取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井盖丢失

8小时补齐

排水行业涉及的管网

维护、污水处理、河道维护、

中水利用、积水点排查、排

水泵站防汛等方面，现在也
有了规范的服务标准。

“发现井盖、井箅子、井框

丢失、损坏的，应立即做好警

示防护并在8个小时内补齐

或修复。”市政公用事业局相

关负责人说，发现排水设施

堵塞或冒溢的，应在24小时内

疏通完毕；若情况复杂，应采

取临时措施，保障市民生活

不受影响。

街巷亮灯率

达98%以上

接到漏电报警后，抢修
人员应快速反应，因重大事

故造成不亮灯的，72小时内

修复……这是道路照明的

规范化服务标准。

按照服务标准，快速

路、主次干道亮灯率达99%

以上，支路、街巷亮灯率达
98%以上。城市道路照明设

施完好率达99%以上。按照
济南地区经纬度亮度启闭

照明设施。极端天气条件

下，及时开启照明设施。

晚10点之后

不能施工作业

市政公用事业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在道路文明施

工方面，规范化服务标准有

明确规定。其中为方便市民

出行，过往行人和车辆密集

的路桥施工时，要与当地交

警部门协商制定交通示意
图，并做好公示与交通疏

导，交通疏导距离一般不少

于50米。

“在城市市区噪声敏

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施工

的，须采取有效的控制环

境噪声污染的措施。”市政
部门承诺，1 2 时至 1 4 时、

22时至次日凌晨6时(中高

考期间按考期临时规定施

工 )不得施工作业，因抢

修、抢险作业或其他特殊

需要必须在此时段内连续
作业的须获得主管部门的

批准。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在市政行业进行入户满意
度调查过程中，许多市民通过调
查问卷对水、气、暖、道路等行业
提出意见。并结合自身的生活需
求，对行业服务的发展方向给出
了宝贵意见。

停水通知要尽早

市民建议供水服务应从改
善水质下手，合理利用泉水，让
市民喝上泉水；饮用水使用地下
水，地下水回收利用；另外许多
市民反映，供水部门要尽力少停
水，停水通知要尽早；加快水表
改造，尽快实现一户一表；如果供
水管道发生故障要及时整修，希
望供水设施一次性整修好，合理
规划供水管线，减少道路开挖。

供暖保证室温达标

市民对城市供暖提出建议，

提高集中供热覆盖率，加强暖气
供热，抓紧时间解决老居民楼集
中供暖问题；集中供暖要公平收
费；同时供热要及时，做到“看天
供暖”；冬季保证室温达标，尤其
是遇到持续低温天气，要制定应
对措施；供热不达标时，完善测
温制度，保证检测结果的真实。

杜绝马路积水

市民认为，解决城市积水难
题，要加大对市政设施的投入与
及时维护，改善排水系统设施，

争取从根本上解决排水不畅，同
时注意道路的整体规划与下水
道的排水通畅相结合；加强城市
河道治理；改善污水排泄系统，

疏通下水道，治理污水冒溢。希
望在城市排水防汛方面加大整
治力度，杜绝马路积水、房屋进
水。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大修的路，3年不得“开膛”

市政八行业服务有标准了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王光照) 2日，记者从济南
市市政公用局获悉，市政设
施建设、城市道路照明、市
政设施管理、城市排水4个
行业规范化服务标准出台，

并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
见，计划于 12月 15日试运
行。这意味着覆盖市政全行
业的服务标准体系将形成。

据了解，从9月开始，济

南在全国率先推行市政公
用标准化服务，供水、供气、

供热、12319热线首批4个行
业开始执行规范化服务标
准。按照市政公用局对市民

的公开承诺，跟进推出了市
政设施建设、城市道路照明、

市政设施管理、城市排水4个
行业规范化服务标准。

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市政设施

管理行业服务标准涉及市政
设施维护管理、文明施工、安
全作业、应急抢修等方面；城
市排水行业服务标准涉及
管网维护、污水处理、河道
维护、积水点排查等内容，

城市道路照明服务标准涉
及巡查养护、应急抢修、现
场作业规范、热线服务等；

市政设施建设服务标准涉
及工程公告、交通疏导、围

挡防护、降噪减尘、地下管线
保护。在市政行业规范化服
务标准公开征集意见期间，

广大市民可登录市政公用局
网站(www.jngy.gov.cn)参与。

济南市市政公用局党委副
书记雷卫国表示，相关窗口单
位将尽快建立配套的服务机制
和实施细则，济南市市政公用

局将根据标准化体系对管理部
门和相关企业进行考核、奖惩。

四行业标准化服务15日试行
市政公用局公开向市民征求意见受访市民

给市政提意见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王光

照) 2日，全国城市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系统示范项目座谈会在济南

召开。为解决因机动车增加而导致

的交通拥堵问题，济南市市政公用

事业局与济南市交通等部门积极

探索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济南市已成为全国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系统示范项目城市。

十个区域率先示范

根据济南市与住建部签订的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

合作备忘录》要求，在充分论证的

基础上，济南将泉城公园、文化东

路、文化西路、趵突泉南路、泉城广

场、趵突泉、环城公园、大明湖等10

个步行、自行车和城市开放空间相

连接的网络作为第一期示范区域，

并将玉兴路，文化东路、文化西路

和黑虎泉西路4条道路作为首批

自行车与步行系统示范段建设。

2010年7月9日，济南及重庆、

杭州、昆明、常熟和昆山初步通过

国家住建部审查，确定通过编制专

项规划和建设示范工程两种方式

发展自行车与步行交通系统建设，

成为全国第一批自行车与步行交

通系统示范项目建设城市。

给自行车更多路权

四条示范道路中，文化东路、

文化西路、玉兴路将全部于年底完

成主体建设，黑西路已率先于11月
15日完成。

要在示范道路上体现慢行，首

先是优先考虑行人和自行车。玉兴
路道路改造工程采用三车道设置，

压缩了机动车行驶空间，将更多的

路权分配给行人和自行车。

利用细节设计，保障步行及自

行车交通的优先权。文化东路、文化

西路和玉兴路道路改造工程，均使

用彩色沥青敷设自行车道，清晰界

定边界，更加方便了自行车和行人

的出行。交叉路口转弯半径进一步

减小，降低机动车车速，保证自行车

和步行的通行安全。交叉路口及沿

线单位出口处，人行道连贯设置，自

行车避让行人，有效保证了步行系

统的完整性。另外，实行公交优先。

西客站将重点推行慢行系统

下一步济南将结合城市可持
续发展对城市交通提出的新要求，

完善旧城片区及西客站片区等特

色地区，重点推行步行和自行车慢

行交通系统建设。

在旧城片区，尤其是泉城特色

标志区，结合独特的泉城风貌，以
明府城改造为契机，对条件较好的

道路进行改造，注重保护历史文化

名城，力争形成泉城公园的泉城特

色步行与自行车通行体系。在著名

景点、大型居住社区、商场、大型交

通枢纽、公交始末站等人流集散地

设置一定规模自行车停放和租赁

点，实现慢行交通，尤其是自行车
交通与其余交通方式之间的零距
离换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最后

一公里”的绿色出行。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王光照)

2日，记者从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
局获悉，从9月开始的市政行业满意
度调查已经完成。其中市民对市政行

业综合满意率达86 . 4%。供水、路灯和

供气行业排在前三位，综合满意率在
85%左右，道路、供热、排水行业的满

意度相对较低，其中排水综合满意率

为61 . 4%，需重点加强服务升级。

配合市政行业进行入户满意度调

查的山东大学教授曹现强介绍，供水、

路灯和供气行业都排在前三位，综合

满意率都在85%左右。道路、供热、排水

行业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其中道路和

供热综合满意率在74%左右。排水综合

满意率只有61 .4%，需重点加强服务升

级。他强调说，供热和供气的公众满意
度受到了不同服务方式的影响，满意
度水平差别较大。集中供热综合满意
率为82 . 3%，管道燃气综合满意率为
93 . 2%。但非集中供热综合满意率仅为

53 . 18%，非管道燃气的综合满

意率是76.9%。

据了解，本次市政行业入

户满意度调查从9月10日开

始，共在市区选取了100个社

区居委会，入户发放约5100份

调查问卷。

市政行业满意度调查揭晓

排水综合满意率最低

在市政满意度调查中，市民对城市排水的满意度较低，建议消除积水点，告别马路行洪。图为今年改造完
成的趵突泉南路(山水沟)，改造后下雨道路不再积水。 本报记者 王光照 摄（资料片）

玉兴路、文化东路、文化西路和黑虎泉西路

首批四条路试点慢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