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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都都报报废废了了，，咋咋还还有有违违章章未未处处理理
交警部门：提供单据才能证实

夜间违章停车

被交警贴罚单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张健）
近日，郭先生给本报的“有事您

说”打来电话称，24日20时37分，他
将车停在了中医院对过，在附近吃
了一碗牛肉面，车辆被贴罚单。交警
部门称，此路段车辆乱停现象严重，
夜间出警不奇怪。

郭先生称，由于是周日，附近的
停车位都已经停满了，他看了一下
表，是晚上八点半左右，就将车停放
在了中医院对过的网状格上，去面
馆吃面了。

大约20分钟后，郭先生从面馆
出来，看见车上被贴上了违章停车
单，郭先生说：“主要是没想到晚上
八九点还会有交警执勤，以前他经
常来此面馆吃面，还是头一次遇见
这种晚上被贴罚单的事。”

26日上午，济阳县交警大队相
关工作人员称，由于纬二路一直是
车辆乱停乱放的重灾区，市民有举
报的，交警部门就会出警查处，夜间
出警不奇怪。

5年前违章未处理

现在不能换驾驶证

“我前段时间去更换驾驶
证，却被告知之前有个违章未
处理。”市民刘先生称，经过查
询系统，违法内容为2010年1月
23日在220国道134公里处驾驶
已达报废标准车辆上道路，强
制措施类型为扣留机动车，应
罚款1500元。

刘先生回忆起2010年的情
景，那时驾驶的车辆比较破旧，
就没有进行年审。该车先后在
2009年11月5日、2010年1月23
日、2010年6月3日均被交警查
处，并扣留了机动车。为取出
车辆，先后三次，自己缴纳了
1500元罚款。“交了罚款取了
车，我就以为违章已经处理
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那辆车
我就不开了，换了新车。之后的

每年里只查询新车以及我的驾
驶证有没有扣分，直到去更换
驾驶证时，才发现2010年1月23
日的那次违章并未清除。”刘先
生说，三次违章相隔不及八个
月，前后两次均已裁决，为何中
间违章未裁决？

对此刘先生有很多疑问：
“如果当初没缴纳罚款，交警怎
么会放行车辆？若前一次违章
未裁决，当被逮住第二次时交
警不会并罚？驾驶车辆明明只
是脱审，为何成报废车辆？”

根据刘先生提供的被罚车
辆信息显示，该车发牌日期为
1997年1月14日，而该车于2014
年11月3日报废。

驾驶报废车

两年内不能考驾照

由于有违章未处理，刘
先 生 不 能 及 时 更 换 新 驾 驶
证 。“ 从 此 我 就 不 敢 开 车 上

路，可家中的货物怎么送？”
刘先生称，自己从事农资生
意，繁忙之际需要向周围村
子送种子、化肥等产品，无法
驾车确实耽误生意。

为此，刘先生将在外打工
的儿子召回，专门负责送货。

“可他能力有限，只能开一辆
车，家中的货车、面包车则闲置
了一辆，自己只能干着急。”刘
先生说，有时农资商家来搞活
动，自己无法提前到达活动地
点，仅能等待商家到来一同前
往现场。

“根据文件规定，驾驶报废
车辆上路被查处后，两年之内
不能考取驾驶证。自己只能想
办法请求交警部门消除违章记
录，可当年的罚单早已在搬家
时丢掉。”刘先生称。

“后来找到银行想提取当
时缴纳罚款的记录，却被告知
时间太长无法找到。随后我又
想起违章系统显示一位黄姓民

警当时处理此事，又打算寻找
此民警，却被告知已离职，希
望相关部门早日帮忙解决。”
刘先生说。

提供相关证明

才能证实此事

2 6日上午，记者在济阳
县交警大队了解到，刘先生
在2010年时的违章记录已经
有四五年的时间，当时的民
警已经离职，中队长也调离
了原岗位，刘先生当时是否
已经处理过违章无法得到有
效的证明。

“如果真的处理了本次违
章，应提供相应的单据。”相关
工作人员称，交警部门工作
都有相关流程与相关规定，
不可能根据个人的意志对违
法记录进行更改，刘先生只能
通过提供处理违章记录的证明
来解决此事。

S239线排水设施

早已列入计划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张健）
近日，家住济阳县杜家村的李先

生给本报的“有事您说”打来电话
称，由于省道S239线重修，路面增高
约半米，夏季来临，担心排水问题。
济阳县公路局相关负责人称，配套
排水设施早已列入计划。

“以前夏季经常积水。”李先生
说，他在济阳县杜家村开了一个汽
修厂，紧邻S239线，平时生意还不
错，就是每当雨季，路边积水非常
深，由于地基本来就低，已经没法再
进行加高了。

S239全线重修以来，在原有路
面的基础上，加高了约半米高，李先
生说：“路面比房屋内地面还要高，水
往低处流，不仅担心汽修厂场地被水
泡，也担心房屋的墙体会被水泡。

济阳县公路局相关负责人称，
S239全线重修，考虑到环保问题，没
有进行原有路面的下挖，在原有路
面路基进行挖补的基础上，铺设厚
度 为 1 7 c m 的 水 稳 两 层 ，沥 青 约
10cm，共上涨47-48cm。

S239全线进行了半封闭施工，
路面加高后，周边的排水及配套设
施已经早已列入计划，现在县级部
门正在研究，雨水管道的修建需要
到整个马路重修完成后进行，周边
的村民不必担心排水问题。

西瓜畸形、减产

肥料厂遭投诉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杨擎
通讯员 赵艳娟） 近日，济阳市场
监管局太平所接到太平镇齐先生和
赵先生的投诉称：在济阳县太平镇
西瓜市场内购买的肥料造成西瓜畸
形并且造成减产等问题，认为产品
存在质量问题。

太平所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
立即联系齐先生和赵先生询问有关
情况，并联系到肥料销售商，该肥料
销售商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分别同
肥料生产厂家和农业局取得联系，济
阳县农业局邀请省、市专家组成专家
组，对济阳县太平镇部分瓜农反映大
棚西瓜畸形问题进行了鉴定。

经专家组现场考察、瓜农询问、
气象资料查阅等手段，综合分析形
成鉴定意见如下：造成畸形瓜的主
要原因是膨果期间遭遇恶劣气候所
致。太平所工作人员及时将专家鉴
定意见对消费者进行了反馈和耐心
解释，消费者对该问题表示认可。

本报记者 杨擎 梁越

早晨充满水

晚上就没水了

“夏天到了，又开始到了
经常洗澡的季节。可我们家
的太阳能三天两头就爆管，
希望能帮助维权。”家住腾骐
骏安西区的市民罗女士打来
电话称。

20日上午，记者来到腾骐
骏安西区罗女士家中，“这太阳
能确实太折腾人了，老是出毛
病。我们一般早晨上水，可到晚
上洗澡时就没水了，全家人都
纳闷水怎么没的。后来才知道
是我们家太阳能爆管了，水全
都流完了。”罗女士说。

“后来我们就找来当地维
修工给换管，一次性换了5根，
每根80元。”罗女士说，可换了没
几天又出现爆管现象。无奈之
下，又找来工作人员将剩余的13
根全部更换。在更换时，罗女士
自己也爬到楼顶监督安装。

罗女士到达楼顶后发现不
仅自家太阳能出现爆管现象，

其他不少住户也出现这种情
况。“我们二楼邻居家上次18根
全爆了，太吓人了，楼顶起了一
层白雾，里边的水哗哗往下
流。”罗女士说。

“我们小区的楼房是2008
年交房的，当时自带的太阳能
均是桑乐牌。”小区居民李先生
称，整个小区不少住户家发生
爆管现象，部分居民还自行更
换了其他品牌太阳能或购买热
水器使用。

厂家解释称

爆管是因水质问题

为此，记者联系到腾骐骏
安小区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只负责小区的环境卫
生和公共设施，开发商集体
安装的太阳能不在我们的管
辖之内。”

随后，记者来到腾骐骏安
售楼处，据工作人员称，目前留
在该售楼处的负责人为财务负
责人。该负责人见到记者后称
上级负责人均在济南。记者通
过相关部门提供的电话号码，
试图联系该小区销售经理及项

目经理，二人均表示记者打错
了电话。

同时，桑乐太阳能济阳总
负责人表示：“太阳能爆管是由
于济阳县的水质问题造成的，
水中的水垢较硬。”

该负责人说：“太阳能管第
一根发生爆管，会引起周围太
阳能管中的水垢分裂。管中水
垢发生分裂的太阳能管可能当
时不会破，而在后续使用时就
很容易发生爆管。

“该居民家的太阳能爆管
还存在人为原因。”该负责人
说，如果太阳能中没有水，经过
一天日晒，管中的温度较高，市
民上水时冷热碰撞，容易引起
太阳能爆管。

针对该情况，济阳县消费

者协会（以下简称“消协”）相关
负责人表示：“市民在更换零件
时，要索要发票，并让商家将零
件的保质期标明在发票上。已
更换的太阳能管若在新的保质
期内再次发生爆管，则可要求
商家免费更换。”

对此，桑乐太阳能相关负
责人说：“我们无法对居民新换
的太阳能管设置保质期，个人
使用不当造成太阳能管破裂，
损失不能由我们承担。”

消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如
果商家把爆管原因认定为人为
原因，则商家必须出具有力证
据证明。在商家没有证据证明
的情况下，爆管的原因应归结
为自然原因，须为客户免费换
新。”

太太阳阳能能用用了了两两年年，，爆爆了了1188根根管管
相关负责人：由于水质及操作不当造成

近日，市民刘先生致电
本报“有事您说”热线称，自
己驾驶的车辆曾在2010年
违章，当时已处理。2014年
再更换驾驶证时却被告知
之前违章并未处理过，至今
不能及时更换新驾驶证，希
望有关部门查实。济阳县交
警大队相关负责人称，刘先
生需提供当时违章处理罚
单，才能证实此事。

本报记者 张健 梁越

近日，家住腾骐骏安西区的市民罗女士致电本报“有
事您说”热线称，自从2013年入住后自家的桑乐太阳能经常
发生爆管现象，生活相当不便，请求相关部门帮助维权。桑
乐太阳能济阳负责人表示：爆管是由于济阳县水质及居民
使用不当造成的。

罗女士家太阳能频出问题。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刘先生提供的违章信
息。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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