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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整整单单元元2211住住户户88年年没没缴缴水水费费
水务集团无奈停水，居民正补缴水费并申请户表改造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蒋
龙龙 实习生 崔程娇 钟行
利) 家住历下区南圩门外街3
号楼4单元的21户居民遇到件
烦心事，4单元已经8年没有缴
纳过水费，该单元于10日一早
停水。目前，该单元居民正在补
缴水费，并将进行户表改造。

12日，南圩门外街3号楼4
单元的一位居民向本报反映，

“4单元于10日早上停水，单元
门外的水表也被水务集团拆走
了。”水表被拆走导致20多户人
用水困难。

12日上午，记者来到朝山
街和文化西路路口东南方的南
圩门外街3号楼4单元。3号楼为
7层高，共有4个单元，每个单元
21户居民。据了解，该楼的1、2、
3单元为某省属事业单位宿舍，
4单元为回迁居民。3号楼建于
1990年，4单元的不少房子已经
多次转手。

记者看到，4单元门口贴着
多张水务集团的“停水催缴通
知书”，通知书上显示，4单元自
2006年1月至2013年11月，就
没有缴纳过水费，共拖欠水费
近5万元，催促居民早日去缴水
费。

据4单元一位不愿具名的
居民向记者介绍，4单元21户居
民家采用一户总表，居民自己
家内还装有水表。“10日早上，
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拆了单元门
前的总表。”居民用水只能到别
处接。他从2011年入住小区后，

“从来没缴过水费，自己曾经去
缴纳过水费，但水务集团也不
收。”

记者打开单元门前的表
箱，发现水表已经被拆走。不少
居民正在外面打水，“停了水的
确不方便。”两位居民正在挨家
挨户向居民收钱。“居民和水务
集团经过协商确定了拖欠水费
总额，居民会分摊拖欠的水
费。”小区居民丁女士介绍，希
望收起拖欠的水费，恢复供水。

丁女士告诉记者，单元原
先的水费都是由开发单位向居
民收，然后缴到水务集团。“自
2006年后，开发单位撤出，并没
有和水务集团交接好。”3号楼
历经多年，居民也多次变化，

“多年都没缴纳过水费。”为了
防止拖欠水费的情况再次出
现，4单元居民将申请一户一表
改造。

居居民民小小区区欠欠水水费费55778899万万
水务集团：补齐水费才能进行户表改造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崔成娇 钟行利

记者调查获悉，济
南市居民小区累计欠水
费金额已经达到5789万
元。很多拖欠总表小区
居民并不能自己去缴水
费，水费只能由物业公
司或楼长代表来代收代
缴。总表小区只能补齐
拖欠水费，进行户表改
造，居民才能自己缴水
费。

济南目前共拖欠

水费1 . 5亿元

据了解，从1996年至
2014年2月底，济南水费欠
款已经达到14495 . 2 1万
元。其中居民小区累计欠
水费金额达5789万元。鹏
发物业所辖小区内1、2号
楼拖欠352870 . 80元，阳光
舜 城 片 区 拖 欠
18387912 . 50元……

济南水务集团负责人
介绍，拖欠水费小区中，总
表用户拖欠水费较为严
重。“有的总表用户小区，
表内水费应该由小区内居
民解决。”不过很多小区管
网老化、自来水外渗，“失
水严重，居民的实际用水
量和总表的走量存在着较
大差距，很多居民不愿负
担差额费用，因此造成了
很多总表用户拖欠水费较
为严重。”

总表用户由物业

或楼长代收代缴

家住阳光舜城片区的
李先生说，“小区居民也不
想拖欠水费，但不知道怎
么缴纳水费。”

济南水务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水费应由物业公
司或楼长代表代收代缴。因
此，个人无法到水务集团网
点缴纳水费。“个人要想自
主缴水费，必须进行一户一
表改造。”一户一表改造完
成后，水务代表会准时抄
表，“居民按时缴费就行。”

很多拖欠水费小区也
曾向水务集团提议进行小
区一户一表改造，不过水
务集团相关负责人认为，

“一表一户改造后，小区原
先的欠费怎么办？”按照目
前的户表改造政策，欠费
小区必须要补齐所欠水款
才能进行户表改造。

交通违法网上办

五个疑问答复您

本报记者 许亚薇 王兴飞

12日，记者从济南市交警支队
获悉，越来越多的市民正通过网络
处理各类交通违法。随着用户的增
多，市民反映的各类问题主要集中
在以下五大问题：

问题一：注册失败及成功注册
但登录失败，是咋回事？

交警回答：目前系统只允许发
证机关为济南市的驾驶人通过身份
证号注册，外地发证的驾驶人不能
网上注册。另外，注册手机号码与登
记预留号码不一致，导致无法正常
收到注册短信，手机开启了防火墙
致使注册短信被拦截，也会造成注
册失败。

系统登录失败则是使用移动终
端设备(如iPad及各类安卓平板电
脑)或使用其他非IE浏览器登录将
可能无法加载必要的组件，造成登
录失败。

问题二：网上处理缴纳罚款频
频失败怎么办？

交警回答：目前，系统网上缴款
暂时只能使用工商银行网银完成支
付，并在15日之内完成缴费。每天网
上缴费时间为6：00—18：00。首次开
通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的用户要在网
上缴款，需要在开通后先退出，再次
登录后网银缴费才能使用。

问题三：网上缴费了但仍显示
违法未处理，是咋回事？

交警回答：由于业务量某一时
段较为集中，因短时通讯故障或内
部业务系统升级会导致无法对账解
锁，即缴费了仍显示没有处理。用户
不用担心，对账可能会有24小时的
缓冲时间，一次缴费后可在24小时
后登录系统确认是否成功。

问题四：怎么用自己注册的账
号给朋友缴纳罚款？

交警回答：点击“按票据号缴
款”，输入处罚决定书编号即可使用
网银为自己或他人缴纳罚款。缴款
成功后对应的违法记录自动实时对
账解锁。交警提醒市民，“按票据号
缴款”时，只能缴纳济南本地的罚
单。

问题五：注册以后，车辆如果过
户了怎么办？

交警回答：继承原号、车辆使用
性质发生变化或车辆过户、注销、报
废的，若不及时处理将影响驾驶员
再次正常使用该系统。遇到此类情
况，必须及时更新或解除车辆信息
绑定，以免影响系统正常使用。

维维权权求求助助，，周周六六去去开开元元广广场场说说说说
读者扫描二维码将获得神秘奖品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王倩) 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消
费难题，买到了假冒伪劣产
品，或者是有关于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问题要咨询，可在3
月15日(本周六)到开元广场
来说说。本报邀请济南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等
部门联合举行“3·15特别关
注”行动，现场接受维权求
助、咨询。

为了普及消费知识，引
导消费者健康、科学消费，本
报张刚大篷车联合济南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商等
部门举行“3·15特别关注”行
动，现场接受市民咨询、求
助。

活动时间定于3月15日
(本周六)上午9时30分至11
时，在开元广场前停车场举
行，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历下区工商分局工作
人员将在现场接受市民咨
询、求助。

同时，活动也得到了明
湖湾开元广场的支持，他们
为活动提供场地。漱玉平民

大药房也将参与到活动中，
他们将向消费者教授真假保
健药品的辨识，同时还将会
在现场设立过期药品回收药
箱。参与活动的读者将获得
他们送出的礼品。

如果您在消费方面遇到
了难题，或者是买到了假冒
伪劣产品，都可以拨打本报
96706126电话进行反映，也
可以到活动现场进行咨询、
求助。本报张刚大篷车已经
开通了微信平台，读者可以
添加张刚大篷车微信(微信

号：qiludapengche或者扫描
二维码进行添加)，将您所要
反映的问题或者是关注的焦
点发送给我们，我们会为幸
运读者送出神秘奖品。

延伸调查

记者了解到，自2013年8月1日后，水务集团的抄表人员会于每月的1日至18日抄表，用
户应当在每月25日之前缴纳水费。未在抄表当月足额缴纳水费的，将自次月1日起至全部
付清之日止，按日计算收取所欠费总额的5‰违约金。

市民可就近到水务集团营业网点现金或刷卡缴费，也可到济南市邮政局网点(不含邮
政储蓄银行网点)及兴业银行网点现金缴纳水费。市民还可到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齐鲁银
行、光大银行缴费。 (蒋龙龙 崔程娇 钟行利)

每月25日前缴费，欠费滞纳金按天收

提个醒儿

单元门前贴了多张这样的催费通知。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单元门前的水表已经被拆掉。

交警提醒

网上处理须防诈骗

直 接 打 开 网 址 h t t p ：/ /
123 . 233 . 240 . 80/wfcl/，或通过济南
民生警务平台、济南交警官方网站、
济南网上车管所上的链接即可轻松
登录。

交警提醒，使用该系统进行网
上违法处理的驾驶员也应注意提防
不法分子冒用系统实施网络诈骗。

目前，系统主要发送短信的号
码为：10635319911000012；16个备用
号 码 为 ：1 5 6 2 1 8 6 6 2 7 9 至
1 5 6 2 1 8 6 6 2 8 7；1 5 6 2 1 8 6 6 2 8 9至
15621866295。系统发送的短信均不
向用户收取费用，不会要求用户回
复任何内容，遇有陌生号码发送此
类信息并要求确认的，市民须谨防
诈骗，并向交警部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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