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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邀您说说

哪些路段交通信号灯有问题

3月12日本报曾报道北宫
东街与致远路交叉口因红绿灯
停摆致使两车相撞，所幸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时隔半个多月，
同样的事故再次上演。事故的
发生，在考验驾驶人交通规则
和驾驶技术的同时，也不得不
让我们考虑交通信号灯在中间
所承担的责任。

交通信号灯是交通信号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道路交通
的基本语言，是为了加强道路
交通管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
生，提高道路使用效率，改善交
通状况的一种重要工具。

而现实生活中，在城区部分
路段，一些交通信号灯却因种种
故障而停摆，导致交通拥堵，甚
至事故发生。鉴于此，本报呼吁
广大市民若发现身边的交通信
号灯停摆现象，让我们及时向相
关部门反映，进行维修处理，恢
复其疏导指挥交通的功能。

如果您发现哪些路段的交
通信号灯出现问题，可以拨打
本报热线电话8538711，也可以
通过微博@今日潍坊，我们将
会及时了解情况并向相关部门
反映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李晓东 李涛

本报4月1日热线消息
(记者 李晓东 李涛)1日上
午，在卧龙东街与金马路路
口因信号灯故障引发一起交
通事故，一辆黑色轿车与一
辆银灰色面包车在通过路口
时发生碰撞。所幸车上人员
未受伤。

上午10点左右，记者赶
到卧龙东街与金马路路口发
现，一辆挂有德州牌照的黑
色轿车和一辆银灰色面包车
停在路中间。黑色轿车左前
方被撞击后发生破损，车体
左侧也有撞击产生的凹陷，

碎片散落了一地。银灰色面
包车距离黑色轿车有约五六
米远，右前方被撞击后发生
变形。

接近上午11时，事故车
辆被事故清障车拖走。

“红绿灯不亮了，导致
了车祸。”据面包车车主的
朋友介绍说，银灰色面包车
当时是由东向西通过路口，
与正在由北向南行驶的黑色
轿车在路口发生碰撞，但所
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交通信
号灯停摆原因，附近行人和
居民也不得而知。

在事故现场，记者注意
到四个方向的红绿灯均发生
故障，无法显示交通信号，
但通过路口的车辆却仍在正
常行驶。上午11点，虽然通
过路口的车辆并不多，在经
过路口时多数车辆是减速后
通过，但也有部分车辆在通
过路口时车速较快。

随后，记者咨询高新区
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会联系相关负责部
门落实情况进行维修，避免
再次发生交通事故。

交通信号灯停摆 路口相撞两车皆“破相”

事事故故车车辆辆停停放放在在道道路路中中间间，，远远处处设设立立了了路路障障以以示示提提醒醒过过往往行行人人车车辆辆。。

本报4月1日热线消息 (记者
王琳)距离奶奶走丢已经一个月了，
青州小伙找遍了附近的县市区也
没寻到奶奶的踪迹，无奈之下向本
报求助，如果有好心人看到奶奶请
尽快联系自己。

1日，家住青州市的盛先生向记
者反映，奶奶贾兰英今年79岁了，住
在苏桥附近的一所平房内，今年3月
2日晚上7点多从家里出去后就走丢
了。据盛先生的叔叔回忆说，当时
他在做饭，院子里的小狗突然吠
叫，老人出门看看是什么情况，结
果等了好一会老人也没回来，再
出去找时老人已经没了身影。
“为了找奶奶已经发出400多份寻
人启事，可还是一点动静也没
有。”盛先生非常着急，他说这
两天天气温差较大，有时还会下
雨，眼看奶奶已经走丢一个月
了，肯定在外面吃了不少苦。现
在是全家出动每天不停地找老
人，寿光、昌乐、临朐这些周边
地方都找遍了也没有她的下落。

“她可能会说自己的名字，
但是说不清楚自己的住址。”盛
先生说奶奶年纪大了有时候会有
间接性的精神障碍，走路时可能
会指指画画自言自语。此外，老
人身高在1 . 7米左右体型较瘦，上
身穿紫红色带花上衣，下身穿蓝
色运动裤，脚穿黑色皮鞋。“如
果 有 看 见 奶 奶 的 请 尽 快 联 系
我”，盛先生公布了自己的电话
18264664123。

79岁老人走丢

家人着急寻

本报4月1日热线消息(记
者 李晓东 )4月1日，家住苇
湾小区老人社局家属院的林
先生热线反映，他所居住的小
区已经半个多月无法正常购
电，原本用于充点卡物业办公
室的大门也一直锁着。联系工
作人员也未能解决问题。

1日上午，在小区内聚集
了有不少无法购电的居民。

“什么电器也不敢开。”住在3

号楼4单元的叶女士家的电表
上显示家里只剩下了7度电。

她告诉记者，半个多月前就开
始去物业办公室买电，可原本
每逢周一、三、五上班的物业
办公室一直锁着大门，无法正
常购电。同样住在小区三号楼
的宋女士家中有刚满8个月的
婴儿，不开空调就无法保证室
内温度。

苇湾小区老人社局家属
院共两栋居民楼，一共66户居
民。“大门给锁了，人家卖电的
进不去。”小区居民咸先生说，
他之前曾联系过物业方的工

作人员，据其称是租赁人社局
办公楼的商家与产权所有人
发生物业纠纷，租赁房就把
大门锁了，物业工作人员进
不去，于是物业工作人员无
法正常上班。

随后，记者联系到老人
社局办公楼租赁房福建会所
的负责人吴先生，吴先生
称，大门是他们锁的，但是
是物业工作人员不来上班他
们才锁闭了大门。“我们也
想买电，他们不卖给我们，
卖电的就直接不来了。”最
后，吴先生承诺只要物业工
作人员正常售电，他就打开

大门。
当天下午，记者从市财政

局行政事业资产科了解到，人
社局搬走之后，该办公楼和供
电所就移交给了国资委，现由
潍坊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
司负责管理，供电所的物业是
由齐鲁大厦负责，但是记者一
直未能与物业工作人员取得
联系，对方手机也一直是关机
状态。

截止19时发稿前，经多方
协调，锁闭的物业办公室大门
已经打开，该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也将于4月2日上午开始正
常上班对居民进行售电。

物物业业锁锁门门大大半半月月

6666户户居居民民无无处处买买电电

本报4月1日热线消息(记
者 李小凯 实习生 张超
男 王文东)1日，华仕家园小
区业主陈先生向本报反映，小
区交房后业主便交纳了契税，
但至今两年了房产证仍未办
下来。房产交易中心称，开发
商在向业主收取契税之后应
及时向地税局以及房管局提
交相关手续。

华仕家园小区由华夏建
安有限公司开发，2010年末该
小区的1号和2号楼交房。家
住小区2单元的陈先生告诉记
者，1号和2号楼在交房之后

大部分业主都选择入住，并
且交房之后不久，开发商便
向这两栋楼的业主收取了房
屋契税。“按规定，交房缴
纳契税之后房产证应该马上
就能办”，但缴纳完房屋契
税之后，这两栋楼的业主却
迟迟未见到开发商向他们索
要办房产证需要的相关手续
材料。2011年10月份，华仕
家园开发商下通知要求1号和
2号楼的业主去房产交易中心
开据首套房证明。“证明开
了一年多了，没见开发商有
什么动静”，家住1号楼的孙

女士说，首套房证明开出来
之后，办房产证的事情又没了
下文。截止今年3月份，小区的
3号楼和4号楼相继交房，而1

号楼和2号楼的房产证仍然没
有办理下来。

契税收取两年之后，为何
业主的房产证迟迟没有办理？
1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华夏建
安有限公司负责给业主办理
房产证相关手续的宋姓负责
人，宋确认1号楼和2号楼的房
屋契税在两年前收取，但由于
契税的具体细节没有弄清楚，
所以一直没能向地税局上报

相关材料。另外宋称，小区1号
楼和2号楼的房产证将在一个
月之内办理，二期3号、4号楼
也会很快办理，“4月初开发商
将会上报一期两栋楼的房产
证材料，最快一个月之内将房
产证办理下来。”

当天，记者还从潍坊市房
产交易中心了解到，业主在缴
纳契税之后，开发商理应及时
将办理房产证的手续上报房
管局，将契税缴纳给地税局，
如果期间出现拖延办理房产
证的情况，开发商的行为属于
违规行为。

本报4月1日热线消息 (记者
蔚晓贤 通讯员 樊东辉 )3月31

日，一名腿部残疾女子被民警送到
了潍坊市救助管理站，这名女子来
自济宁，因丢了钱包无法回家报警
求助，而她千里迢迢来到潍坊，只是
为了参加“山东好声音”的选拔，
实现自己歌唱的梦想。

3月31日晚8点多，记者来到潍
坊市救助管理站，在工作人员带领
下，记者见到了这名女子，记者看
到女子随身带着两个旅行包，并拄
着一只拐杖。女子告诉记者，她叫
王雪芳，是济宁市梁山县人，今年
28岁。王雪芳说，她今天从济宁赶
到潍坊来是为了参加“山东好声
音”潍坊站的选拔，来救助站之前
她刚刚从选拔赛的现场出来。自己
比赛结束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赛场，
而是观看其他选手的比赛，等所有
比赛都结束准备离开时，王雪芳突
然发现自己的钱包丢了。

钱包丢了，就没法回老家了，
焦急之下她打了110，民警帮她寻
找无果后将其送至潍坊市救助管理
站。王雪芳为了理想而不懈努力的
故事感动了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大
家为他凑了一些路费，王雪芳说，
她在青州有一个妹妹，最后，救助
站工作人员将其送往青州与妹妹见
面。

契税交了两年房产证却没办
房产交易中心称开发商违规

配配电电室室和和充充电电办办公公室室的的大大门门被被
紧紧紧紧锁锁住住。。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凡凡 摄摄

残疾女子来潍选秀

丢了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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