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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局召开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市民恳谈会，市民代表纷纷提建议

卫生费能否不搞一刀切

在8日的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市民恳谈会上，一位家
住香港街附近的居民提出，
近期随着天气转暖，一些路
边烧烤摊又开始出来营业。
露天烧烤烟熏火燎给环境造
成污染，而且时常营业至深
夜一两点，食客喝醉后打架
斗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
样扰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
对烧烤摊进行规范。”

虽然大家对露天烧烤多
有意见，可管住露天烧烤却
不是个容易事。恳谈会上，多
个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均表
示，对露天烧烤十分头疼。六
里山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
说，对于将干还没干起来的
烧烤摊，他们就和租房的房
东沟通，使其改租给其他业
户，将露天烧烤摊解决在萌
芽状态，“而对于已有的露天

烧烤，现在主要工作是盯
守。”

甸柳街道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该街道共有
15个较大的烧烤点，他们
城管科、执法中队及各社区
协管员总共二三十个人，要
想百分之百地杜绝露天烧
烤也很难。为此，他们采取
疏堵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采
取分时段盯守，同时规范改
造了几处室内烧烤店，不过
露天烧烤还是很有市场。

“很多人就好这一口，
就喜欢在小区附近室外吃
烧烤、喝扎啤，有需求就肯
定有市场，因此很难治理。”
会场上，一社区居委会主任
表示，要想整治好露天烧
烤，还需要市民尤其是烧烤
爱好者们的理解支持。

本报记者 殷亚楠

本报 4月 8日讯（记者
陈伟 通讯员 李国兵）

近日，槐荫区城管执法局将
与教育、交警、文化等部门
联合对全区60多所中小学
校、幼儿园等，开展校园周
边环境百日整治行动。

在此次整治行动中，槐
荫区城管执法局将加强对
学校周边经营环境的整治，
包括严禁校门 100米范围

内饮食摊点、杂货摊点、图
书音像摊点等无照摊贩的
占道经营行为；规范学校周
边小餐馆、小商店、小超市、
小食品店的店外经营行为；
取缔校园周边非法经营音
像书刊的销售行为；清理整
顿校园周边地区违章建筑；
配合有关部门消除校园周
边的治安隐患、卫生隐患等
工作。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殷亚楠
实习生 李杨伟）8日，济南市城管局
召开济南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市民
恳谈会。二三十名市民代表及社区与
街道工作人员，畅谈了各自对城市环
境整治的建议。

在8日的恳谈会上，济南市城管
局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前期城管部门
环境整治的成果。今年春节后至今，
全市共巡查了196处建筑工地、建立
工地档案，查处了2处扬尘工地，还查
处了96处违章占道洗车点等。

随后，市民代表纷纷提出了各自
的建议。来自陈庄社区的72岁的张来
成老人说，前段时间他和街道环卫所
的工作人员一起，到自己单位宿舍挨
家挨户地收取今年的卫生费，可一向
很受大伙尊敬的他却被一些居民称
为“叛徒”。因为一些人认为，他帮人

家收钱，肯定是从中得到了好处。对
此，张来成很是委屈，其实他是单位
宿舍里第一个交上卫生费的人。

张来成说，居民们的主要疑问有
以下几点：一是卫生费从以前的一年
12元涨到现在的一年40元，涨幅较
大；二是一年 40元的标准在社区里

“人人平等”，一家五口人和只有一人
的孤寡老人都要交40元，而且对低保
户也没有优惠。“低保户领到的每月
二三百元低保金要生活，要给孩子交
学费等，拿出40元的确不容易。”张来
成建议，卫生费能否不要一刀切，针
对特殊人群给予优惠政策。

随后，记者走访了历下区燕子山
小区、天桥区工人新村、市中区广智里
等开放式小区发现，卫生费收取标准
在不同的地区有所不同，但对低保户、
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卫生

费优惠，并没有固定成文的统一政策。
家住燕子山小区北区的于女士

告诉记者，她家的卫生费一个月6元，
去年四五月份交的钱，一次交了一年
的，记得当时交了70多元。住在机床
二厂北区的刘女士交的卫生费也是
每月6元，只是收费时间不固定，有时
半年一收，有时是三个月。

住在天桥区堤口路7号的董女士
说，卫生费也是每月交6元。不过，同
在天桥区的李先生说，他所住的工人
新村北村西区的卫生费每月仅2元。
家在市中区经三小纬二路一小区的
郭先生说，他们的卫生费在每月4元
或5元，收费时间不固定，有时一月或
两月交一次。

对此，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
表示，要将这位居民提出的建议，反
馈到局里进一步讨论研究。

本报 4月 8日讯（记者
董钊 通讯员 杨厚福）

9日起，济南将开展机动车
净牌统一行动。此次集中统
一行动以城市主次干道、国
省道、高速公路等为重点，
集中查处机动车涉牌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

交警部门表示，凡发现
故意遮挡、污损以及不按规
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交通
违法行为，巡逻民警要通过
扬声器喊话将违法车辆引
导至安全地带进行处罚。高
速公路大队要动员高速收
费站工作人员在收费站出
入口及时发现故意遮挡、污
损号牌的车辆，通知民警到
场处置。对道路监控设施拍
摄的只遮挡一两个数字的
违法车辆，要认真进行甄
别，能确认车号的一律实行
非现场处罚。

行动期间，支队及各大
队车管部门要开辟净牌行
动专项整治窗口，对于市民
到车管部门申请更换机动
车号牌的，一律当场收回旧
机动车号牌，使用《公安交
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核发
机动车临时号牌，同时要与
支队牌照厂建立联动机制，

在 5个工作日内核发新的
机动车号牌。

对于不按规定安装、遮
挡、污损机动车号牌，以及
后备箱未关好行车等违法
行为，一律按照有关规定依
法处罚后放行，对于机动车
号牌被硬物刮损、漆画、交
通事故、日晒等原因，导致
号牌反光不均匀、影响识别
或影响电子警察工作的，依
法处罚后，同时填写《温馨
提示卡》，督促当事人及时
到车管部门申请更换机动
车号牌。

对于使用不干胶或其
他粘贴物品等变造机动车
号牌汉字、字母、数字等，导
致机动车号牌内容信息发
生变化，以及使用其他车辆
的机动车号牌，嫁祸于人
的，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有关规定处罚；对伪造、变
造、买卖机动车号牌、行驶
证、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对有盗抢、走
私嫌疑的机动车，分别移交
刑侦、海关缉私部门查处。
对机动车辆既无合法手续
又长期无人认领的，上交财
政部门处理。

在此次“净牌”行动中，
十一种违法行为将被严处。
这些违法行为分别是：(一)

机动车号牌不按规定位置
安装，或者安装时号牌变
形，以及备胎、防撞装置等
遮挡遮盖机动车号牌，影响
机动车号牌识别的；(二)使
用号牌架辅助安装时，号牌
架内侧边缘距离机动车登
记编号字符边缘不足5mm，
影响机动车号牌识别的；
(三)除临时入境车辆号牌和
临时行驶车号牌外，其他机
动车号牌安装时每面使用
不足两个统一的压有发牌
机关代号的号牌专用固封
装置固定的，或未使用制式
的固封装置的；(四)使用可
拆卸号牌架或可翻转号牌
架的；(五)使用光盘、名片
(或者其他卡片、粘贴物品
等)遮挡机动车号牌，影响
机动车号牌识别的；(六)机
动车号牌被泥土、灰尘、油
污等污染后，影响机动车号
牌识别的；(七)机动车号牌
被硬物刮损、漆画、撞击或

者因交通事故、日晒等其他
原因，导致号牌的底色或字
符颜色有明显褪色，号牌字
符的反光性能不一致或底
色反光不均匀，号牌的安装
孔损坏或其他物理化学损
坏，机动车登记编号不完
整，影响机动车号牌识别
的；(八)行车时后备箱未关
好，影响机动车号牌识别
的；(九)在机动车号牌上使
用不干胶或其他粘贴物品
等变造机动车号牌汉字、字
母、数字等，导致机动车号
牌内容信息发生变化的；
(十)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
号牌的；(十一)上道路行驶
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
牌的。

此次行动中，交警部门
将对异地号牌车辆逢车必
查，核查相关信息；对本市
重点车辆进行抽查，及时查
纠无牌无证、套牌套证、遮
挡号牌等涉牌涉证违法行
为。

本报记者 董钊
通讯员 杨厚福

8日，济南阳光灿烂，不少市民都拿出被子来晒一晒。山东师范大
学艺术专业的学生们则更有创意：在花坛上晒被子，色彩还挺丰富。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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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

一提露天烧烤就头疼

槐荫执法局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7日，济南市口腔医院的医护人员走进历下区大明湖
街道办县西巷社区，为社区居民举办牙齿健康讲座并免费
进行口腔检查。 通讯员 姚少华 摄

济南将开展机动车净牌统一行动

遮挡、污损号牌，当心被罚

十一种违法行为将被严处

天好晒被子喽

7日，山师附小2011级1班49名同学在班主任刘艳老师
的带领下，来到长清区张夏镇纸坊小学，为当地学生送上
助学金、学习用品。 通讯员 康宁 摄

8日下午，济南外国语学校开元国际分校五年级八班
的同学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在该校举办的“伙伴冲冲冲
30人31足绑腿比赛”中奋力争先。通过比赛和训练，同学们
不但身体素质得到了锻炼，更得到了团结一心、协调一致
的心理素质训练。 通讯员 张峰 李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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