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水泥泥地地上上““长长””出出了了大大树树
滨海景区步行街首添80个大型树箱，供游客乘凉休憩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孙芳芳 通讯员 康康 )

夏天到海边吹吹海风，别提
多舒服了。然而，在不少爱美的
女士眼中，这种舒服也是有代
价的，一不小心就晒成了“黑”
人。如果海边步行街能种上大
树，逛累了有个阴凉地儿凉快
凉快就好了。近日，滨海景区步
行街首添80个大型树箱，其中
还有15个树箱带有座椅，这让
不少市民的美梦成真了。

7月15日、16日连续两天，
烟台市园林处的工作人员冒雨
进行施工，将80个树箱安放到
了滨海景区步行街。其中还有
15个树箱带有座椅，供游人乘
凉休憩。

“这次安放树箱主要就是

考虑到滨海广场步行街缺少大
树遮阴，想给游客们一个更好
的休憩场所。”园林处工作人员
介绍称，按适地适树原则，选择
了均高4米以上的黑松、青扦、
广玉兰等抗海风树种。因为都
是硬化路面，所以要先将树移
植在树箱中，然后再摆放到步
行街南侧。据介绍，这是滨海景
区步行街首次摆放大型树箱。

水泥地上“长”出大树，这
让不少市民直呼新奇。尤其是
15个带有座椅的树箱，不仅可
乘凉，还能休息，市民对此纷纷
称赞。“有个座椅挺方便的，逛
累了可以坐在树底乘乘凉，休
息一下。”一位从河北来烟旅游
的游客也直呼相关部门“有
心”。

路路中中俩俩深深坑坑，，““坑坑””坏坏人人和和车车
本报联合市养管处为城市“整容”，道路问题市民可电话反映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见习记
者 金夏瑞) 17日上午，有市民
和网友反映，烟台北马路与朝阳街
路口由西向东方向，两个井盖附近
有两个大坑，来往车辆经常在此颠
簸，很担心晚上来往的行人、车辆
在此处发生意外。

记者来到此地，发现路面明显下
陷，坑洼不平，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
诸多不便。市民赵先生说，这俩坑已
经坑了很多人和车，很多有被坑经验
的司机到了那里都拐弯走，后边车来
不及刹车的话很危险。

随后，记者联系到烟台市市政
养护管理处，工作人员查看后表
示，该路段人行道的管理权已移至
管理处，但车行道的管理权尚未移
交，仍由其产权单位住建局管理，
而住建部门对此表示不太清楚。

针对近日市民接连反映的路
面破损、坑洼不平、道路脏乱等问
题，本报联合烟台市市政养管处开
展为城市“整容”的活动。即日起，
全市市民可对芝罘区内道路、桥
梁、隧道、过街天桥及附属设施的
养护维修工作进行监督，一旦发现
问题，可拨打本报热线6 8 7 9 0 6 0 ,
13153515181。

本报会将市民反映的问题传
达给市政养管处。养管处承诺，每
日对其负责的道路巡视一到两次，
发现问题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迅
速处理。

我我的的户户口口在在哪哪里里？？
老人外出打工被销户，他为户口已奔波20多年

见习记者 田甜 蒋大伟

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日
子该怎么过？大家可以想象一
下。家住海阳的66岁老人王成
安，竟然过了20余年没户口、没
身份证的日子。从1992年至今，
王大爷为自己和老伴的落户问
题已经奔波了20多年，明明村
里人可以证明他的身份，却因
缺少相关手续、材料等迟迟办
理不了户口。

外出打工18年
回家后竟成“黑户”

1 7日，记者来到海阳市
王家庄村王成安的家，老人
说，他是1975年外出务工的，
到1 9 9 2年带着自己的爱人和
一双儿女回到海阳老家，一
共在外 1 8年。本来回家是一
件高兴事，但王成安马上就
摊上了麻烦事——— 自己的户

口多年前被注销了。没户口，
打 工 时 娶 的 老 婆 也 落 不 了
户。至今，王成安夫妇都是所
谓的“黑户”。

王成安对自己被销户一
事很是不解，因为销户时没
人通知他，而且自己虽长期
在外打工，但中间也回来过
几次，为何没人告诉他呢。王
成安一 直 想 为 自 己 恢 复 户
口，现在村里很多老人都能
证明他就是本村村民，但他
的户口在哪谁也说不出来。

王成安说，为自己办理
销 户 的 是 当 年 村 里 的 老 会
计。王成安为记者找来老会
计，老会计说“70年代的政策
是，长期外出就会将原来的
户口注销”。但王成安的儿子
说，王成安被销户时在外打
工并不知情，销户一事也没
通知当时还在村里的王成安
的父亲。

没户口
参加不了新农合

王成安说，自1992年回到
海阳，为了将来恢复被注销的
户口，这些年来该交的钱也尽
量交。但由于户口迟迟办不下
来，生活很不便。

没有户口也法办身份证，
王成安和老伴现在也享受不了
任何国家对农村老年人的优惠
政策和补贴，也参加不了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王成安和老伴
之前还交了几年的养老保险，
但没户口，这些钱也取不出来。

为此，老人感到自己的晚
年很没保障。王成安说：“说句
不好听的，还要有个户口准备
上火葬厂呢。”

为户籍四处奔走
却处处无果

记者找到王成安村里的现

任党支部书记询问，书记说，户
口办不下来是因为在派出所恢
复被销户口需要相关的证明、
手续，这些证明材料王成安都
不能提供。

这里所说的证明包括老人
的结婚登记证明和外出打工期
间的证明。王成安说，结婚登记
证明在若干年前家里失火时就
没了。王成安告诉记者，自己在
上世纪70年代外出打工，去过
很多地方。“到了一个地方直接
干活，也没人管我要户口证明
什么的，我走的时候也没给自
己要什么工作证明。”王成安
说。

记者联系到负责王家庄村
户籍管理问题的大闫家派出所
户籍科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没
接受采访。关于王成安到底缺
少哪些材料，为何迟迟不能恢
复被销户口，派出所方面至今
未作出说明。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孙
健 通讯员 李梅华 车美丽) 17

日晚上10点左右，正在值班的养马岛
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突然听到一阵哭
声。便出去查看，只见一位抱孩子的
女子边走边哭硬要上高速，工作人员
急忙上前将她拦了下来。

经询问，该女子姓李，刚做妈妈不
久，目前哺育期结束要上班了，但由于
看孩子的问题和婆婆发生了分歧，于
是一气之下就抱着孩子准备回文登娘
家。但出门匆忙没带钱包，身无分文的
她把心一横，决定走高速步行回家。

工作人员立刻将母子二人带到
休息亭稳定情绪，并说服李女士提供
联系方式与其家人取得联系。10多分
钟之后，李女士的家人赶到收费亭，
看到母子平安，他们对工作人员一再
表示感谢。

女子抱着孩子

打算徒步回娘家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苑
菲菲 实习生 赵鹏 李明慧) 16

日晚9点多，芝罘区文化路小学附近，
不少市民正在乘凉。有市民闻到一股
烧皮子的异味，大家四周一看才发
现，附近已经打烊的广福元粥道快餐
店在不断往外冒黑烟。着火了！

很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网点
房的楼上就是居民，多等一秒火情就
可能恶化，在派出所人员的见证下，
消防人员从卷帘门破门进入，发现里
面充斥着浓烟。最终在后厨的案板，
发现了着火点。案板附近拉了很多电
线，过火面积不大，明火也较小。

由于快餐店旁边是一家销售纸
盒、纸箱的门头房，出水会对其店内
产品造成影响。在确定过火面积较小
的前提下，消防人员用店内自备灭火
器将火扑灭。

对于着火原因，店员不愿多说。
但见过火场情况的人猜测，是店内的
电线短路引发了这起意外。

奖励线索人张先生线索费20元

快餐店着火

疑是电线短路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莱公宣) 16日，本报以

《“砰”一声,女子从30多层楼坠落》为
题，报道了世纪华府小区一年轻女子
15日从高楼坠亡。17日，记者从警方获
悉，女子死因已经查明，是自杀死亡。

2013年7月15日7时57分，莱山公安
分局接到报警称，南山世纪华府发现
一具女尸，接警后该局刑侦部门会同
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经查，该女子姓
孙，26岁，山西临汾人，现居住在南山
世纪华府9号楼1单元3202室，是烟台某
制药公司员工。

民警通过调查其亲属朋友得知，
孙某曾患有抑郁症，近期情绪低迷。通
过调取孙某住处走廊监控发现，她于7

月15日7时40分许独自从其住处进入楼
梯，7时57分，警方便接到报警称其坠
楼。

经现场勘查，孙某在坠下过程中
被二楼突出的平台阻挡，导致尸体分
成两截。警方认定该女子是自杀死亡。

警方查明
坠楼女子是自杀

次干道道路设施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起至点 序号 道路名称 起至点

1 滨海北路 金海湾大酒店至迎宾路 13 凤凰台路 白石路界牌至电厂东路

2 迎宾路 滨海北路至金沟寨立交桥下 14 建设路 芝罘屯路至白石路

3 西南河路 北马路至建昌南街 15 通世路 环山路路口至机场路

4 胜利路 阜民街至环山路 16 西大街 海港路至青年路

5 毓西路 南大街至通世路 17 上夼西路 环山路至奇山路

6 海港路 港务局大门至南大街 18 建昌南街 胜利路至西南河路
7 南通路 西南河路至环山路 19 幸福中路 环海路至化工路

8 环山路 金沟寨立交桥下至通世路口 20 幸福路 同三高速至芝罘屯路

9 通世南路 通世路至山水龙城路口 21 大马路 滨海北路至解放路

10 胜利南路 环山路至红旗中路 22 滨海中路 迎宾路至海兴路

11 文化路 毓璜顶西路至青年路路口 23 滨海东路 海兴路至鱼鸟河大桥北

12 白石路 青年路路口至凤凰台路路口

女子坠楼追踪

市民在树底下乘凉。 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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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市政养管处负责的主次干道明细）

主干道道路设施养护管理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起至点 序号 道路名称 起至点

1 南大街 解放路至西炮台南路 11 二马路 观海路至解放路
2 北马路 解放路至青年路 12 青年路 北马路至文化路路口

3 解放路 滨海北路至迎祥路界牌 13 化工路 幸福中路至只楚立交桥

4 迎祥路 迎祥路界牌至环山路 14 环海路 同三高速路至青年路

5 机场路 张裕公司门前至市政界 15 红旗中路 南迎祥路至通世路

6 大海阳路 北马路至张裕公司门前 16 红旗东路 魁星楼隧道至南迎祥路与山海路红绿灯

7 芝罘屯路 青年路至幸福南路 17 红旗西路 机场路至福山区河滨西路
8 山海路 红旗中路至边城路 18 化工南路 只楚路立交桥至锦绣新城
9 南迎祥路 环山路至红旗中路 19 青年南路 白石路至河滨路

10 只楚路 西炮台南路至40界处 20 幸福南路 港务局西门至夹河桥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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