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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广告牌，你为何如此不禁刮
广告牌伤人损物再引关注，市民质疑安装方监管方失职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宋磊 实习生 闫赟 张培培 陈娇娇

本报济南4月1日讯(记
者 王兴飞 宋磊 实习
生 闫赟) 3月31日晚，济
南华山西路一家网吧的牌
匾在强风中坠落，砸坏1辆
电动车、1辆摩托车和多辆
自行车，门口的两个大花盆
也被砸得粉碎。更险的是一
位女孩和坠落的牌匾仅一
步之遥。

“这个牌匾太重了，真
要砸到了，那个女孩估计凶
多吉少。”4月1日上午11点，
记者来到位于华山西路东
段的这处网吧时，老板孙女
士心有余悸地告诉记者。

据孙女士介绍，牌匾被
风刮落发生在3月31日晚上8

点半。“听到门外砰的一声响
后，我就往外赶，发现刚从网
吧出门的一个女孩就站在坠
落的牌匾旁，呆了一会儿后
这个女孩子才大声尖叫着跑
开了。”孙女士摇着头说，坠
落的牌匾距离女孩前脚不到
半米远，事发后三个成年男
子一起才把牌匾拖开。

根据2011年3月1日起
施行的《济南市户外广告设
置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
定，“户外广告设置许可期
限最长不超过三年，但电子
显示装置等造价较高的户
外广告设施的设置许可期
限可以适当延长，最长不超
过五年。”

同时，该条例第二十八
条对户外广告的设置与维
护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户
外广告设置者应当定期对
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检
查。户外广告设施达到设计
使用年限时，户外广告设置
者应当及时予以更新。对于
设置期满二年的户外广告设
施，户外广告设置者应当在
每年6月1日前按照省《户外广
告设施检验规范》组织进行
安全检测，并向市城市管理
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检测报
告；对检测不合格的户外广
告设施，户外广告设置者应
当立即整修或者拆除。本报
记者 王兴飞 宋磊

□本报评论员 崔滨

一场春季常见的大
风，竟然吹倒多处广告牌，
群众为之付出代价的不仅
有财产，还有可能无法挽
回的生命。市民不禁要问，
扮靓城市、方便市民的广
告牌何以成了不可捉摸的

“杀手”？这究竟是天灾，还
是人祸？

广告牌的设置都有审

批程序和施工验收标准，
但令人遗憾的是，审批程
序走完、现场验收合格后，
广告牌后续的安全维护和
质量管理，转眼就成了“谁
安装谁负责”。但可以想
到，在没有管理部门后续
监管介入的情况下，那些
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能
有多大的责任心和使命
感，去维护那些需要不断
投入的城市广告牌呢？相

关部门以责任自负的理
由，把出力不讨好的后续
监管推给了企业，而缺乏
责任心的企业又把这种风
险转嫁给了市民，使得广
告牌下的行走成了“生死
有命”的冒险。所以，从管
理的角度看，广告牌下的
事故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从近期接连发生的事
故可以看出，一时的突击
并不能真正堵上安全隐

患。只有以常态机制把安
全责任明确到部门或个
人，广告牌才能不再成为
市民头顶上的“杀手”。这
就需要管理部门主动转变
作风，改进职能，由审批型
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对广告牌的管理绝不能止
于审批，而应该把重心放
在安全监管上。比如对广
告牌的定期检查，管理部
门应该对企业施加一定的

强制措施，像重视室内消
防一样重视户外广告。

几乎每个城市的广告牌
都多得数不胜数，管理起来
确实很琐碎、很辛苦。管理部
门是知难而上，还是“一推六
二五”，关键在于有没有心系
人民的责任心。打造安全城
市，就应该在管理的细节上
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否则，今
天出事的是广告牌，明天就
可能是下水道、电线杆。

对广告牌的管理不能止于审批
相关部门以责任自负的理由，把出力不讨好的后续监管推给了企业，而缺乏责任心

的企业又把这种风险转嫁给了市民，使得广告牌下的行走成了“生死有命”的冒险。

网吧牌匾被刮落

险伤过路女孩

一般户外广告

许可不超三年

会诊广告牌伤人损物

新闻现场 广告牌频被大风吹倒，惹祸不少
3月31日晚8点15分左

右，济南历山东路与解放
路交叉口附近一块大型公
益广告牌被大风吹倒，固
定该广告牌的墙体也连带
倒塌，所幸未造成人员伤
亡。

4月1日上午记者在现
场看到，在广告牌和墙体倒

塌处，30多米长、3米多宽的
大型广告牌的中间大部分
倒在地上，被倒塌的砖墙墙
体压住，广告牌的两头部分
则倾斜在路边的路牌和树
上。停在路边的一辆城管环
卫车车头被一棵歪倒的树
砸到，一处路灯的灯箱上沿
也被砸碎。

3月31日晚8点半左右，
济南华山西路一家网吧的
牌匾也在强风中坠落，一个
女孩险被砸到。

1日上午9点，在历黄路
北口，记者看到一块长20多
米、高3米左右的大型楼顶
广告牌被强风吹歪，广告牌
下，一辆霸占着整条非机动

车道的大吊车正通过吊臂
和钢索将歪倒的广告牌“扶
正”。这处广告牌往东不远，
一差不多4米多长的广告牌
整个倒在楼顶上。

“幸好刮的是南风，要
不然广告牌得整个砸到路
面上来。”楼下商店的一名
工作人员说。

记者调查 制作公司帮客户逃避检查
记 者以定制户外广

告牌、商铺牌匾的名义前
往 水 屯 路多家广告制作
公司进行探访，发现不少
具 备 资 质的公司为了招
揽顾客，会千方百计为顾
客“支招”，帮助顾客逃避
相 关 部 门的户外广告安
装审批。

“安装户外广告不经过
城管部门审批，会不会被
查？”水屯路南口一家广告
公司里，记者和公司负责人
协商敲定了一份订单后，略
带“担心”地问。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广告牌可以放心安装，
想安在哪里就安在哪里，

你 要 是 担心的话我们可
以周末上门安装，那时城
管都不上班。”该负责人
再三保证，“每天都安装
那么多新广告牌，城管也
分不清楚。”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一
般广告牌使用两三年没问
题，但售出的广告牌让他们

定期做检查，那“根本不可
能”。

“我们只是制作方，责
任人是广告牌的设置单位，
我们只按照顾客的要求来
制作。”几家广告公司的负
责人都告诉记者，出现广告
牌伤人的事，都是设置单位
负责，和他们没关系。

由于瞬间最

大风力达到8级，3

月31日夜间，不少

户外广告牌、商业

牌匾在强风中纷

纷坠地，甚至发生

了致人重伤的事

故。面对大风刮倒

的广告牌带来的

无妄之灾，不少市

民都在忧虑：为什

么户外广告牌、商

业牌匾竟如此弱

不禁风？

市民质疑 谁来为户外广告牌定期体检
“这条路上的广告牌太

乱了，而且不少都已经安装
了好几年，但几乎没见过有
人来维护。”住在水屯路附
近的市民赵先生指着固定
在一根电线杆上的好几个
广告牌告诉记者。

据赵先生介绍，这些广

告牌不少都是周围的商家
自己随意安装的，还有不少
广告牌是用铁丝固定在电
线杆和路灯杆上的。“这些
广告牌到底有没有政府部
门监管？”

记者沿着水屯路从南
向北一路走来，发现确实有

不少广告牌和赵先生所说
的一样，被随意地用铁丝捆
绑固定在旁边的路灯等公
用设施上，有的铁丝已经锈
迹斑斑。

济南市城管部门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城管、工商
等部门对户外广告牌的设

置有着严格的审批程序。在
各种审批程序走完以后，户
外广告设施需经验收合格
后，方可投入使用。而广告
牌的日常维护管理，由广告
牌的设置方负责，广告牌的
设置方应定期对户外广告
设施进行安全检查。

3月31日夜，济
南历山东路和解放
路交叉口一大型广
告牌以及固定的墙
体被风吹倒。
本报记者 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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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砸伤男子

手术后仍昏迷
本报济南4月1日讯(记者

王兴飞 宋磊) 3月31日
晚，在银座商城洪楼店，一名
男子被大风吹落的广告牌砸
伤。4月1日，记者从医院了解
到，被广告牌砸伤的男子手
术后仍然昏迷不醒。

“病人自主呼吸已经恢
复，但意识仍未清醒，目前只
能通过静脉补液等来支持治
疗。”4月1日下午，山大二院负
责救治该男子的一位医生介
绍。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该
男子在被送到医院后，院方
对其进行了紧急检查，初步
诊断该男子除颅脑损伤严
重外，右侧视神经存在一定
程度损伤，且因为失血过多
陷入休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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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风大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但城市的广告牌被刮掉惹祸就不正常

了。前天晚上一块广告牌被刮落正中一男青年头部，则将这种不正常引发到一

个更加值得关注的状态。目前这名男青年仍昏迷不醒，但广告牌的所有者、监

管者应该清醒了：户外广告牌为何如此弱不禁风，它给市民造成的损失谁来

赔。老百姓有充足的理由要求——— 走在马路上，不再担心飞来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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