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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日日社社区区帮帮办办走走进进奇奇南南社社区区
届时资深律师将在现场解答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王
敏 ) 8月26日是律师咨询日，
本周日(8月24日)，本报社区帮
办将联合资深律师走进奇南社
区，您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
现场咨询。另外还将给市民提
供家电维修、免费测量血压血
型等服务。

在以往本报社区帮办进社
区的活动中，得知许多居民在
工作或者生活中遇到各种麻
烦，但因为不懂法律知识，往往
导致问题一拖好几个月甚至好

几年没法解决，有的人甚至因
为法律意识淡薄从受害方变成
被告方。

如果您因为房产问题，
揪扯了多年却一直没有找到
解决办法；如果您与他人存
在债务纠纷，想了多少招却
始终没能解决；如果您家中
遇到遗产分配问题，商讨许
久没能达成一致；如果您的
房屋存在漏雨等问题，却不
知该找谁维修……不管是什
么难心事，这次我们现场帮

您解决。
8月24日(本周日)，本报社

区帮办将走进奇南社区，服务
队中还有山东广耀律师事务所
廉洁、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高
娟两位资深律师，她们将为您
现场解答疑惑。

本次活动，烟台五合慢性
病医院的专家仍将现场为您义
诊，免费测血压、血糖、血型，解
答健康问题。

您家中有什么电器坏了，
慈善义工于培湖师傅可以现场

帮忙维修。另外，上期在毓西社
区的活动中，居民们送来不少
损坏的电器，由于时间有限没
能及时修完，这次可以到现场
来取了。

本报帮办记者也在现场，
如果您身边有好人好事、奇闻
趣事，都欢迎与我们聊聊。

活动地点在奇山小区市场
东头、奇山南街鸿点家常菜馆
前，其他社区居民可以乘21、
22、42、59路公交车到奇山南街
下车。社区帮办热线：6879060。

大大树树越越长长越越歪歪，，台台阶阶都都撅撅起起来来了了
小区内绿化多是高大树种，居民反映隐患多

本报 8 月 2 1日讯 (记者
柳 斌 ) 大 树 紧 挨 居 民

楼，而且越长越歪，底部树
根已经把水泥台阶撅起，家
住福迎街4号楼的李先生很
担心安全问题。据介绍，小
区已经出现过大树被刮倒
的事件。

长歪的大树位于福迎街
4号楼东侧，记者看到，梧桐
树与小棚的距离仅有一米
远，树干已经明显向路中央
倾斜，在树的底部，树根已经
将水泥台阶撅起。

居民李先生介绍说，大
树已经有30多年的树龄了，
由于挨着居民楼太近，大树
逐渐向路中央倾斜，前几年
倾斜得不是很严重，但是从
今年的一场大雨过后，大树
倾斜明显厉害了，以至于小
棚前的台阶也被撅起一大
块，出现明显的裂缝。

居民担心大树如果真的
倒了，不但会砸到对面的居
民楼，树根也会拽倒这一侧
的小棚。

据了解，居民多次向园
林部门反映后，芝罘区园林
部门近日已经对树的树冠进
行了修剪，梧桐树庞大的树
冠只剩下不多的枝条，从而
减轻树冠重量。

仔细观察树干不难发
现，这棵梧桐树的树干也被
人用锯割了一圈，深度在 1

厘米左右，对此居民和园林
部门都否认是自己所为。

记 者 注 意 到 ，在 小 区

内发生倾斜的梧桐树有很
多 ，不 少 梧 桐 树 和 居 民 楼
只 有 一 米 左 右 的 距 离 ，树
干 大 多 发 生 了 倾 斜 ，不 少
茂盛的树枝还伸到了居民
的窗前。

“不仅遮光，而且虫害特
别多。”小区一位居民介绍
说，小区内不适合种植这么
高大的树种，去年下雨还刮
倒了两棵树，砸坏了居民的
小棚和窗玻璃，但是没有人
为此负责。

海海防防营营区区片片的的污污水水不不再再入入河河
雨污分流改造完成后，污水将进入套子湾污水处理厂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王
敏 通讯员 冷新) 今年，市
排水处对海防营、新海阳两片
老城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为
防止造成交通堵塞，西南河路
与南大街交叉口选择半幅封
路，夜间施工。目前，该路段工
程即将完工。

近日，很多车主从西南河
路与南大街交叉路口通过时，
会发现路面上不是沥青，而是
一块块厚重的大铁板。其实，下
面已经挖开了排水管道，每天
晚上都有市排水处的工作人员
在施工。

20日晚8点半左右，看着车
流量少了些，市排水处排水工
程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西侧车道
放上提醒标志，准备继续施工
了。挖掘机扒开厚重的铁板后，
下面露出了破开的路面。

现场负责的工程公司副经
理杜洪桢说，同时进行的还有

文化宫前路段、大海阳路段等
共6个路段，该路段属于海防营
区片的雨污分流改造，是施工
难度最大的一处，“最主要的就
是交通，这儿的车流量太大了，
只能等晚高峰过去以后再施
工，还得选择半幅施工，不敢全
封了。”

杜洪桢介绍，以前这里的
雨水和污水都流进了同一个排
水井，通过地下的暗河排走，最
后入海。由于这里是交通要道，
想改造很难通过审批，但是又
不能不让居民排污，所以这种
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现在趁
着南大街改造，雨污分流工程
可以顺利加速实施了。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直
径将近1米宽的大管，杜洪桢介
绍，地下有海水，对管道的腐蚀
性很大，之前的钢筋混凝土管
不适用了，这次换成了直径800

毫米的玻璃钢，“连接上排污

井，以后这里的污水就不再进
暗河，而是去了套子湾污水处
理厂进行处理。”

在文化宫前路段，记者看
到这里已经回填了土，正浇灌
混凝土，据了解，这两处地点即

将完工，浇灌混凝土后，过一两
天就可以揭去铁板露面了。

据了解，此次雨污分流工
程还在三中南校等校区同时进
行，校区工程正在赶工，将在学
校开学前完工。

不少小区
电梯故障频发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张倩
倩) 近日，本报报道了金桥澎湖
山庄13号楼电梯下落导致一名被
困电梯的业主受伤(详见本报20日
C14版)。记者走访多个小区，发现
无一例外都发生过电梯出故障且
居民被困的情况。

20日，金桥澎湖山庄的物业
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小区属于装
修期，许多业主都在装修，每天大
量的装修垃圾会落在电梯里，导
致一些塑料碎片、泥土、沙子掉落
到电梯夹缝中，电梯很容易失灵。

近日，记者走访了福莱花园、
锦绣新天地、新世界花园等小区，
发现均发生过电梯出故障，导致
居民被困电梯的情况。

烟台市质监局安监科的工作
人员介绍，电梯作为特种设备，其
出厂质量固然很重要，但安装和
维保也很重要。“物业应当安排具
体负责人对电梯进行日常检查，
有问题后及时通知维保单位进行
维修，也会要求电梯维保单位对
维保人员的维保工作进行自我监
督。”

楼上没做好防水

楼下遭渗水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于飞)

最近，家住芝罘区辛庄街18号
的杨女士家中渗水严重，需要用
盆接着从天花板上渗下的水，白
色的墙皮因渗水开始脱落。原来，
杨女士楼上的阁楼经过改造后住
了人，因防水措施没有做好，导致
了杨女士家中渗水。

“每次到了下雨的时候，心里
就咯噔一下，家里又得下小雨
了。”杨女士说，平时渗水都是楼
上的生活用水渗下的，到了下雨
的时候，加上雨水，家里渗水就更
严重了。

杨女士告诉记者，楼上是阁
楼改造后住人的，已经改造了十
几年了，之前是一家三口在上面
居住，渗水并不严重，但是从今年
年初开始，有十几名外来务工人
员住在了阁楼里，“他们平时也不
注意，生活用水随意倒在地上，厨
房和卫生间也长时间积水，导致
我们家渗水越来越严重。”杨女士
说。

对此，阁楼的业主胡先生告
诉记者，他会尽快重做防水层，杨
女士家中破损的墙面，他们也会
维修。

人工湖里垃圾多

居民盼清理

本报8月21日讯(见习记者
朱文朋) 近日，有市民反映在芝
罘区惠安小区人工湖里有很多垃
圾，影响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容易
滋生蚊蝇传播病菌，居民希望能
清理一下。

2 0日下午，记者来到惠安
小 区 并 找 到 市 民 所 说 的 人 工
湖。附近一名居民说，湖里已经
很长时间没有清理了，湖里的
垃圾对小区生活环境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

小区物业公司一名工作人员
说，每年春天和秋天都会各清理
一次。另外，物业费难收造成了物
业经费不多，雇不起那么多的人
去清理垃圾，就很容易造成垃圾
清理不及时的情况。

“电梯失控”报道追踪

在树的底部，树根已经将水泥台阶撅起。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在西南河路与南大街交叉口处，市排水处的工作人员正趁晚
上赶工。 本报记者 王敏 摄

若危害到安全可进行修剪
记者了解到，因为高大的

树木影响了居民生活，有居民
意见很大，小区内有的梧桐树
出现枯死现象。

对此，也有居民建议对小
区倾斜比较严重的树木进行
砍伐或者移栽，换上新的绿化
树种，这样会避免遮光、发生

倾倒等问题。
芝罘区园林处的工作人

员介绍说，像梧桐等高大的树
木多出现在老小区，现在新小
区已经不用这些树种做绿化，
如果小区树木危害到居民的
安全，他们只能进行修剪。

本报记者 柳斌

部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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