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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区区广广场场咋咋成成了了免免费费停停车车场场
汽车随意在广场上穿行，居民担心人身安全

污水井盖塌陷

居民倒车不便

本报6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朱文朋) 奇山西街27号楼门前一
污水井盖塌陷，居民反映停车倒车
很不方便，想修也不知道该找谁。

6月30日下午，记者找到了居
民所说的塌陷井盖。在现场观察
到，该井盖一侧向下塌陷10厘米左
右，但已被树枝树叶覆盖。一位住
户告诉记者，井盖早已塌陷多日，
主要就是影响车辆的停车倒车，走
路的话没有什么影响。

另一位家住27号楼的住户说，
因为不知道产权单位所以也不知
道该找谁，因为井盖在小区里边，
所以市政养护管理处也不管。“以
前房子属于园林局，所以井盖的问
题就归他们解决，现在房子卖给大
家，产权人就是自己了。”一位居民
说。

随后记者从奇山街道奇南社
区居委会了解到，像井盖塌陷的问
题，由于产权人是居民个人，只能
由居民自己协商解决。

60多户居民盼望

能通上天然气

本报6月30日讯 (记者 苑菲
菲 ) 一样是上世纪8 0年代的建
筑，旁边其他楼都通上天然气29年
了，可芝罘区文化八巷4号到8号5

个单元的60多户居民却一直没能
盼来天然气。到底咋回事？6月30

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人家老管道都换新管道了，

我们还在用煤气罐，我们楼什么时
候能通上天然气啊。”6月30日上
午，住在文化八巷7号的居民孔女
士向记者抱怨，附近的居民楼都是
在上世纪80年代盖好的，最早的居
民是1985年前后入住的。入住之后
没多久，文化八巷这边就开始铺设
燃气管道。轮到4号到8号这排居民
楼时，管道都铺到单元门口了，却
突然停工了，挖好的坑也埋死了。

“说这边要扩路，我们这排楼要拆
迁，可拆迁说了20多年了，楼也不
拆，天然气也不给通了。”

“现在煤气涨价了，算一个月
用一罐(14 . 5公斤)145块钱，一年就
1740块钱。人家用天然气的，半年
充200块钱都用不了。”孔女士说，
他们太羡慕用天然气的邻居们了，
既方便又便宜，现在天然气公司正
好在附近施工，不知道能不能将他
们楼的天然气一并安装了。

对此，新奥燃气公司的相关工
作人员解释说，文化八巷4-8号之
所以没通上，一是因为楼底门头房
的违章建筑阻碍立管往上走，二是
各家厨房的位置不一样，管道没法
安装。因居民们强烈要求，且表示
愿意拆除小棚，燃气公司的工作人
员将在几天后再次去现场查看，看
如何才能给这排楼通上天然气。

6月30日下午，记者来到了芝
罘区永和物业管理公司，一位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不了解广场的使用
情况。而由于开会等原因，记者未
联系到永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
员。芝罘区幸福街道办事处一位工
作人员称，他们对此情况不是很了
解，待派相关人员到现场了解一下
具体情况后再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张明媛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张
明媛 ) 位于芝罘区海港医院
南面的广场是幸福五村及其周
围居民饭后休闲的好去处，而
广场里的篮球场更是爱好篮球
的人的最爱。但最近，原本车辆
无法进入的广场里却停了不少
私家车。在车来车往中打篮球，
这让不少居民心中多了一些忧
虑。

6月30日，记者在幸福五村
附近的这个广场看到，广场中
间有两个篮球架，组成了一个
完整的场地，南面还有四个独
立的篮球架。而在东面和南面，
十多辆汽车排列在广场边上，
记者时不时就能看见一辆汽车
从广场上穿过。

在广场上和朋友一起打篮
球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以前广
场周围都被封起来，车进不去，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广场的东
面和西面豁开了两个口子，车
一下子都停进来了。这里白天
就停了不少的车，到了晚上车
更多。我们打球的时候，万一不
小心砸到了谁的车，车主肯定
会心疼。另外，现在车可以在广
场里随意穿行，我们也根本无
法安心打球。”

“这个广场一到傍晚可热
闹了，跳舞的、打篮球的、散
步的，人特别多。”家住幸福
五村的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这个广场修建约有十年了，是
周围小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她每天晚上都会带着孩子到
广场上玩，但近些日子，广场
上来往的车辆让她有些担心。

“你看那边的石凳就是被车给
撞倒的，万一车撞到孩子可怎
么办？”

记者了解到，在广场上停
车的多为附近的居民，关于停
车的问题，车主们也有一肚子

的苦水。“这里的小区多属于老
旧小区，楼前的停车位根本不
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小区里有
人私自占了停车位，回来晚的
居民只能找别的地方停车。以
前，我会把车停在海港医院附
近，但那里现在开始收费了。后
来，我看到有人把车停在广场
里，我也就跟着停过来了。”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车主有些无
奈地说。

“最近小区里在改造暖气
管道，楼前的路面被挖得坑坑
洼洼，更没地方停车了。”居
民周先生说，有居民把车停在
了附近的小区里，但因挤占了
别人的车位，招来了其他小区
居民的不满。“现在的车太多
了，但停车位太少了。我们也
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宽敞的地
方玩，我们也能有个地方停
车。”

从从警警3300年年来来““零零违违纪纪””““零零投投诉诉””““零零上上访访””
南大街派出所所长宋玉波有啥秘诀？我们来看一看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侯
艳艳 ) 在芝罘区的众多派出
所中，南大街派出所从破案率、
抓获违法犯罪人员上都是首屈
一指。派出所长宋玉波在30年
的从警生涯里，实现了作风纪
律“零违纪”、执勤执法“零投
诉”有责案件“零上访”。

“出租车内有一具尸体！”
今年年初，一名男青年闯进南
大街派出所报案。处警民警迅
速赶到现场，排除了“尸体”警
情。报警男子引起民警怀疑，经
差，这名男子因吸毒过量产生
了幻觉。3月5日晚上，南大街派
出所开展治安清查，现场抓获
在时代广场某旅馆吸毒的8名
犯罪嫌疑人。

在南大街派出所，这样
的案子再普通不过，民警平

均每天接到十多起警情，案
件高发期，接警有二三十起。
南大街派出所地处芝罘区商
贸繁华区，毗邻火车站，辖区
商业场所和出租屋密集，仅
小旅馆就有80多家，公寓楼、
出租屋也遍地皆是。这些场
所为“黄赌毒”提供了滋生土
壤。去年夏天，所长宋玉波上
任以来，将大海阳立交桥区
域、时代广场等列为整治重
点，端掉十多处卖淫窝点，查
获“黄赌毒”违法犯罪人员近
百名。

“大案树形象，小案系民
生”，宋玉波上任所长以来，坚
持大小案并重，千方百计为群
众挽回损失。

2013年，南大街派出所接
处警3900余起，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251起，查处治安案件910

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286名，行政拘留178人，拘留
人数占芝罘公安分局的五分
之一。宋玉波将所有成绩归
功于派出所民警，他说，南大

街 派 出 所 是 传 统 的 先 进 集
体，近三年来，派出所有20名
民警立功授奖，他为领导这
个集体感到光荣。在 3 0年的
从警生涯里，宋玉波始终严
于律己，实现了作风纪律“零
违纪”、执勤执法“零投诉”、
有责案件“零上访”。

辖区案件破获和场所管理

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宋玉波
对下步工作已做好打算。“公寓
楼人员复杂，案件多发，是辖区
管理的短板，在公寓楼进出口
等部位安装监控和指纹锁等控
制人员进出很有必要。”宋玉波
说，物业和业主也应积极维护
公寓楼安全，共同创造安全、和
谐的生活环境。

自自动动售售水水机机停停摆摆，，居居民民退退水水卡卡遇遇难难题题
芝罘区胜利路近100户居民受到影响

本报6月30日讯(记者 王
伟平 ) 6月30日，芝罘区胜利
路附2号楼附近的居民反映，小
区一台自动售水机坏了半年都
没有人修，小区附近近100户居
民买的面值100元的水卡都不
能用，找人退钱也没地方退。

6月30日，记者在市民带领
下，来到了胜利路附2号楼小
区。在小区大门靠左的地方，有
一台已经锈迹斑斑的自动售水
机。小区居民刘先生说，他买的
水卡，花了100元，只用了几次
机器就坏了。“每次打水1元一
桶，用不了10元，卡里剩了90多
元钱。”据该小区居民介绍，该
小区居民几乎都买了水卡，水

卡几乎没有用完的，而且，买卡
的不仅仅是小区内的，在小区
附近的小区居民和商户，都有
买这种水卡，据她估计，总共约
有100户居民购买了水卡。“毕
竟，刚开始时，办理水卡方便，
用水便宜也方便。”市民任女士
说。

记者随后采访了卖水卡的
姜先生。姜先生说，对于水卡的
业务，他非常后悔。他介绍，
2013年5月份左右，经朋友介
绍，他同意让经营小区自动售
水机的小伙刘经理用他家的电
和水，同时代理销售刘先生经
营的水卡。“电费水费跟他单独
算，我则可以一直免费喝水。”

姜先生说，“我代理销售的水卡
也就10多张吧。”据姜先生说，
2013年年底，自动售水机坏之
后，因更换配件费用昂贵，刘经
理就不再管自动售水机和客户
了，电话号码也更换了，“我也
是受害者，其他市民反映的水
卡，则是刘经理办理的。”

姜先生介绍，通过朋友得
知，刘经理的公司破产了，他本
人会修车，将通过修车手艺挣
钱，在今年年底尽量给受损的
客户退钱。

记者从芝罘区友谊街社区
居委会得知，对于小区自动售
水机的事情，他们并不知情。

“我们也接到了投诉，但联系不

上负责人，我们也没办法。”
记者拿着市民办理的水卡

发现，该卡除了用卡使用说明
外，没有任何公司信息，“如有
疑问，请及时与当地厂家办事
处联系。”

记者从芝罘区工商局注册
登记科得知，小区内自动售水
机属于商业行为，企业需要在
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否则属于
无证经营的行为。另外，对于销
售预付费卡，企业应当在商务
部门登记。他提醒，市民在办理
自动售水卡时，应当看经营售
水业务公司的情况，同时要看
所售水卡是否在商务部门登
记。

晚上7时许，天色渐暗，很多附近居民的私家车就停在了篮球场上，打球的人需要小心避让。 本
报记者 韩逸 摄

南大街派出所所长宋玉波(右二)到辖区居委会走访。 警方供图

部门回应

幸福街道办：

了解情况后再处理

所长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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