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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城事

北北商商业业街街的的住住户户又又搬搬回回来来了了
整修后路面变平整了，居民们心情也舒畅了

城区去年新增

12万平方米绿地

本报2月20日讯(见习记者 梁
越) 2013年济阳县城区改造10条道
路，新增绿地面积12万平方米。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了城市形象，人
民生活环境又得到明显改善。

“2013年我们建设改造了汇鑫
路、上好佳路、富阳街、经二路、永安
路南延等道路。”济阳县市政园林公
用事业局相关负责人说，并根据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对纬四
路东段、经四路北段、经一路南段及
纬一路东段(老城街)等道路进行改
造维护。

建设改造道路共达10条，包括
澄波湖路电缆沟、市政管网、光明街
板涵及排水管道总计投资9100万
元。目前，澄波湖路电缆沟沟体已建
设完成施工，澄波湖路和陇海路南
延正在进行路床处理。

该负责人称，除对道路进行改
造维护外，还分别在正安路中段、新
元大街与经三路口新增绿地面积12

万平方米。对原健身场地进行优化，
“在尽量保留原有高大树种基础上
新建了喷泉、景观小品。”

此外，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事
业局还对开元大街196盏中华灯、正
安路双臂路灯320个灯头、政务广场
10套槐花灯进行更换。“对城区个别
路段的‘瞎子灯’进行维修更换。”相
关负责人称。

靠种植黄瓜大棚

农民成为有车族

本报2月20日讯(通讯员 刘昭
见习记者 梁越) 黄瓜产业是曲

堤镇的龙头产业，许多村民依靠黄瓜
大棚种植富裕起来成为“有车族”。

近日，记者在曲堤镇董家村发
现，村口的马路两旁停了许多辆私
家车。该村的董其民掰着手指头粗
略计算，2013年全村竟然增加了十
几辆私家车。

据了解，董家村是曲堤镇黄瓜
大棚种植大村，全村现在共有黄瓜
大棚130多个，年产量近千万斤，“村
里的种植大户一年收入最多能达20

万元。”董其民说。
“这几年，俺们村靠种大棚，很

多人都发了家，现在全村的私家车能
达到四十七八辆。”该村村支书董孟
茂说，今年又新添了十几辆小轿车，
价位都在10万块钱左右。“如今俺们
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了车，出
门拜年或走亲戚，既快捷又方便。”

据了解，该村共有150余户，其
中大棚种植户就有130多户，依靠黄
瓜大棚种植富裕起来的村民也都成
了“有车族”。

市政公用事业局

组织职工集中学习

本报2月20日讯(通讯员 江亮
见习记者 梁越 ) 为进一步强

化廉政教育，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
事业局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进行集中
学习，制订了“教、学、访、谈、守”五
项措施。

据了解，“教”就是利用例会时
间教育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干事、干
净”的工作理念。“学”就是要求干部
职工认真学习省、市、县纪委相关会
议精神，增强员工遵章守纪意识。

“访”就是向施工单位访问员工有无
不廉洁行为，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

“谈”就是针对不良倾向找相关职工
谈话，防微杜渐，把问题消灭在萌芽
状态。“守”则是要求全局干部职工
严格遵守新修订的《济阳县市政园
林公用事业局制度汇编》，真正实现
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本报见习记者 梁越

道路污水横流

店铺生意大受影响

近日，记者来到县城北商
业街，发现平整的道路上车来
车往，毫无堵车现象。过往的市
民也挤满周边的商铺，闲来无
事的住户在太阳底下打扑克，
小孩则在道路两旁打羽毛球。

据了解，北商业街道路南
侧是专门卖水产、肉食等产品
大棚的出口，大棚内约有100户
商户，“每天中午、傍晚的时候，
许多饭店采购员会到此买水
产、肉食等产品。”某肉食店老
板付先生说，临近节日时，出口
被堵得水泄不通。

“原来这条道路坑坑洼洼，
走个路得拐好几个弯。”付先生
说，这条路堪称县城最难走的
一条路，下水道也堵塞塌陷，由
于道路周边肉食店较多，垃圾
乱扔，整条路都臭烘烘的。下雨
天时，雨水、污水都流到了路
上，“简直是没法走啊。”

付先生称，10年前县城的
肉食店较少，主要集中在北商

业街大棚内，随着经济的发展，
其他肉食店迅速开业。仍旧坑
洼的道路使商铺的生意严重受
到影响，“肉食店讲究卫生，因
为这条路都弥漫着臭气，我们
做出来的肉再香，顾客闻起来
也臭。”相对比县城其他肉食
店，市民更愿意去那儿消费。

道路的不平整除影响商铺
的客源外，还严重影响到道路
两侧住户的出行。据了解，北商
业街道路两侧住户约有1000
户，“食品公司、鞋厂、财政局等
单位家属院都分布在该道路两
侧。”济阳城里居党支部书记王
悦萍说，白天住户出入小心翼
翼的，老年人则晚上不敢外出，
生怕被坑洼的路面绊倒。

道路整修后焕然一新

搬走的住户又回来了

2013年底，济阳街道办事处
开始对北商业街道路进行修整，
然而一系列问题又随之而来。

“我们先挨家挨户做工作，
包括道路整修开始的时间，预
计结束的时间。”王悦萍说，发
放明白纸，杜绝施工期间店外
经营，并提前讲解道路施工时

会
出 现
自来水暂
时停水等状况，
希望住户能理解施工所带
来的不便。

王悦萍称，道路施工需拆
掉商户门前的简易棚，这项工
作的实施是最困难的。“有的商
户搭建简易棚好几年了，使用
特别方便，如今让拆掉，商户都
不乐意。”工作小组则一遍遍地
去做工作，最后所有商户都拆
掉了简易棚。

商户的工作完成了，一个
个施工问题又暴露出来。据悉，
该道路已修建20余年，“自来水
管道无图纸，熟悉管线走向的
人也调走了。”济阳街道办事处
相关负责人说，施工过程如若
挖断管道，就会造成大量自来
水流失。

在与济阳县自来水公司协
调多次后，北商业街道路施工
时关掉自来水阀门，在用水高
峰期时施工方再将管道焊接
好，如此反复，慢慢将长达472
米道路的自来水管道更新一
遍，并清理管道内部的杂物。

济阳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
称 ，自

来水管道更新完
成后，污水管道、雨水管道也需
完善。“为了加强污水排泄，实
现雨污分流，我们采用400PE
管。”在道路的两侧铺设弱电管
道，相继完善有线电视、联通、
电信等线路。

2013年底，经过为期78天
的施工，北商业街道路终于完
工通车，道路焕然一新。

“走路快了，环境好了。”王
先生说，472米长的道路十分平
整，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出行
速度提高了，不怕被坑洼绊倒，
下雨天也敢在该路通行。每次
经过再也不用捂鼻子了，居民
们心情舒畅很多。

“之前搬走的市民也都搬
回来了。”王悦萍说，原本北商
业街路段在老城区较为繁华，
住户的衣、食都很方便。如今，
道路修整完毕，住户的住和行
两方面又得到改善，因此，搬回
原处不失为良策。“估计，这边
的房价也会随着道路的完善慢
慢提高。”

本报2月20日讯(见习记者
梁越 ) 经二路是济阳城区

主要交通干道之一，连接纬一
路、纬二路、纬三路，承载较多
的车流量。以前道路坑坑洼
洼，车辆路过便尘土飞扬，夜
晚路灯昏暗。如今，经二路又
平又干净，同时还安装了102
盏路灯，市民出行更加方便。

近日，记者来到经二路发
现，这里路面平整，车辆经过
不会带起灰尘。道路宽达20余
米，为双向六车道，中间四车
道为机动车道，两侧车道为机
非混行车道。

“这条路以前坑洼不平，
重型车辆经过时会扬起一阵
灰尘。”经二路商户王先生说，
过往的市民都会戴上帽子、捂
着鼻子快速经过，不小心还会
发生交通事故。雨天时，泥水
聚集在大大小小的坑里，车辆

快速经过时泥水四溅，市民不
可避免会溅一身泥。

王先生称，夜晚出行时，
经 二 路 路 灯 罩 蒙 着 一 层 灰
尘，照明范围小。“路上的坑
儿根本就看不清。”路灯几乎

陷入瘫痪状态。同时，济阳县
第一中学在经二路附近，“失
明”的路灯给夜晚放学回家
的学生增添危险系数，“很多
家长直接到学校门口接孩子
回家。”

为方便市民出行，济阳
县 市 政 园 林 公 用 事 业 局 于
2 0 1 3年上半年开始，对经二
路南关路口至交警队路口路
段进行改造。“建筑红线宽45
米，去除原分车带。”济阳县
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相关负
责人说。

据了解，经二路通行后，
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
每隔30米安装一盏大弯臂双
光源路灯，共1 0 2盏，使其形
成“灯光隧道”，2013年年底
所有路灯全部投入使用，整
个经二路夜晚都变亮堂了。

“门前的路修好了，俺们
出行更加方便了。”王先生说，

“宽敞的马路不再拥挤，灰尘不
再扬起。通行市民增多，商店的
生意也变好了。夜晚路灯亮起，
孩子放学回家也不用家长接送。
居民们过得更加舒心了。”

拓宽的经二路上，102盏路灯形成“灯光隧道”

孩孩子子放放学学回回家家不不用用家家长长接接送送了了

2013年底，济阳县城北商业街道路完工通车，周边商户和住户20多年出行难的问题终
于解决了。对于济阳街道办事处而言，也完成了2013年度重大实事之一。

整修后平坦的经二路。 见习记者 梁越 摄

整修前破烂不堪的北商业街的道路。 照片由孟芳提供

▲如今的北商业街道路十分平整。 殷同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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