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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板房房饭饭店店””竟竟开开在在人人行行道道上上
居民说，城管曾勒令拆除，但它依然营业一个多月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于
明红） 芝罘区四德街市长大
厦楼后的人行道上建起了一间
小板房，板房内开起了一家快
餐店。周围的居民告诉记者，这
家快餐店已经经营一个多月
了。

22日上午，记者在芝罘区
四德街看到这个搭建的小板
房。这间板房面积大约七八个
平方米，板房内摆放了一个小
柜台，室内经营着一家名为“乐
厨快捷餐”的快餐店，板房四周
贴满了快餐店的标语。记者注
意到，这间板房与市长大厦的
停车场管理室紧挨着，正好完
全建在了人行道上。

“这间板房我印象里是上
个月建起来的，快餐店营业也
一个多月了吧。”周围的一位居
民告诉记者，3月初这边人行道
上还没有板房，“好像一夜之
间，板房就搭在了人行道上
了。”因为靠近南洪街，四德街
的人流量比较大，尤其是上下
班的时间，周围单位的员工都
来南洪街吃饭。“这里路本来就
窄，旁边还有个停车场，总是有
车进出，行人都要在车流中穿

行，挺危险的。”
周围的居民告诉记者，

板房刚建好的时候，就有居
民打电话到城管执法大队投
诉 。“ 听 说 城 管 下 了 一 个 文
件，让他们拆除，这都过了一

个月了，快餐店还是照样在
营业。”

随后，记者联系了烟台
市芝罘区城管执法大队，一
位工作人员在了解了四德街
板房的具体情况以后表示，

居民所说的文件，应该是所
属中队下发的。至于建在人
行 道 上 的 板 房 何 时 才 能 拆
除，工作人员表示，他会联系
所属中队尽快去查看情况，
尽早帮助居民解决问题。

邢金朝

快认领你的包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凝）

4月21下午3点左右，家住南尧富
顺旅馆4楼的热心市民联系本报记
者称，在楼层内捡到一个黑色的手
包，想通过本报联系到失主。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民捡到的
是一个黑色男士手包，包内没有手
机，也没有钱包，只有一本驾驶证
和数张单据，以及一摞疑似失主的
名片。驾驶本和名片上显示，失主
可能一位名叫邢金朝的男士，在汇
通快递工作。

记者随即按照名片上的手机
号码打过去，手机显示停机状态，
而汇通快递的工作人员也回复记
者，单位并无此人。无奈之下，记者
同市民一起将捡到的手包，交给了
烟台兴隆街派出所的民警，市民希
望通过本报的宣传尽快找到失主。
如果您是邢金朝，或者认识邢金
朝，请您在第一时间同新隆街派出
所联系。

进德小区一高楼

近期掉瓷砖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王伟

平 实习生 衣涛） 芝罘区东山
街道进德小区39-40号楼是28层的
高楼，近期存在高楼掉瓷砖的现
象。

据介绍，进德小区的这些高
层，是烟台市较早的高层，已经历
了10年左右，39-40号楼多处已经
出现明显的瓷砖脱落现象，曾有市
民因此受伤。就高楼掉瓷砖伤人、
占道搭建棚子的事情，记者采访了
东山街道进德社区居委会，该社区
居委会工作人员称，此事是华宇物
业公司的管辖范围。

随后记者联系了华宇物业，对
于为何物业不对小区高楼进行维
修、仅在小区楼栋前搭建棚子的问
题，该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物
业公司的领导已经跟住建部门申
请维修基金，一直没着落，“现在我
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搭建个棚子、摆
出警示牌、划出警戒线。”不过，周
围小区市民反映，占用道路搭建棚
子等，影响小区其他楼栋居民的车
辆进出。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张明
媛） 近日，有市民反映莱山区凤
凰西路和双河西路部分路段上排
水井盖缺失，来往行人或车辆经过
时易发生危险。市住建局的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会尽快派人前去查
看，如确认归自己管辖将争取早日
修复。

22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凤凰西
路与双河西路交叉路口，沿凤凰西
路走约400米，13处排水井有3处无
井盖。“我来这儿有一个月的时间
了，一直都没见过井盖。”附近的环
卫工李先生说，“万一市民经过此
处没注意路况，发生踩空或跌倒就
不好了。”“也不知道井盖哪去了，
这条路修得这么好，路边张口的排
水井太影响市容了。”途经的市民
王先生说，希望相关部门能早日把
井盖安上。

随后，记者联系了莱山区城管
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此路段还
未进行交接，还归市住建局管辖，
等正式交接后，将全面加大此路面
的整改力度。记者又咨询了市住建
局，一位工作人员称，他们会尽快
安排人员前去查看，若确认归自己
管辖将争取早日修复。

路边排水井

“张口”一个多月

不不单单是是所所长长，，还还是是论论坛坛版版主主
毓西路派出所所长李斌开设“网上派出所”，年浏览量数百万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毓西路派出所辖区面积虽
小，但却名声在外。为啥？因为
所长李斌在网上开设“毓西路
派出所”早已在本地的论坛上
小有名气，年浏览量达到了300

万。通过这个“网上派出所”，李
斌不定期发布预警信息，并且
实时回复网友们的相关提问。
网友们戏称：这个所长版主不
简单啊，一网下去，“网”住的不
单是警情还有民心。今天让我
们来了解一下所长的“线上”

“线下”生活。

线上：

所长是个热心人

李斌1995年从警校毕业后，
先后在刑警大队、治安大队、北
大西街派出所、西大街派出所、
幸福派出所、奇山派出所和二马
路派出所等单位任职，去年8月
份，调到了毓西路派出所。

2011年时，还是二马路派
出所所长的李斌尝试性地在烟
台论坛上开通了二马路派出所

版块，实名制注册了账号，专门
用来回答辖区网民们提问的各
种问题，另外还不定期发布预
警信息。调到毓西路派出所之
后，这版块也被李斌带了过来，
成了毓西路派出所版块。

在论坛的这个版块中，有李
斌和另外两名负责的民警发布
的各种预警信息，从比较流行的
电信诈骗到WIFI防盗等，只要是
近期新出现的或者是容易多发
的一些案件，李斌等人都会在派
出所专版中予以提醒。

除此之外，派出所还开通
失物招领栏目，对于居民捡到
后送到派出所的钱包、证件等，
都及时在论坛上公布，不少人
通过这个版块寻回了自己的重
要证件。还有很多网民在版块
中留言向民警提问，只要李斌
和另外两名负责民警上线，都
会及时回复网民们所提的问
题。

3年多以来，李斌自己发帖
2252条，该版块的浏览量去年
达到280万人次，今年更是增加
到了300多万人次。

线下：

为解纠纷，跑了2个多月

辖区范围5 . 1平方公里、人
口2 . 6万人、民警加协警共2 9

人……面积虽小，地里位置却

很特殊，是原烟台市委、市政府
及市人大、政协的驻地，重点要
害部门有45处。“因为人口比较
多，一年出警最多的就是民间
纠纷。”所长李斌告诉记者，派
出所去年共接了1800起警情，
其中只有40多起是刑事案件，
其他1750多起都是各种纠纷。

李斌说，南通社区曾有一
阵子拍卖公房，因房产证上只
有房子面积，没有小棚或者阁
楼，也因此在房子拍卖之后，新
旧房主之间惹出了不少纠纷。
有一个房主把小棚送给了邻
居，房子拍卖之后，新房主发现

左邻右舍都有小棚，就他家没
有，得知事情真相后就去讨要
小棚，讨要未果直接砸了小棚
的锁换锁。结果在那期间，两家
互相轮流砸锁轮番报警，民警
说服这家又劝说那家，总是前
脚说得好好的，后脚出门对方
就变卦。经过了2个多月，民警
在新房主、老房主和邻居三家
之间互相跑，最终经过协商，邻
居同意退小棚，新房主也适当
给了老房主一些经济补偿拿回
了小棚。事后，双方都往所里送
了锦旗，虽然辛苦两个多月，也
总算是有了回报。

烟烟台台首首届届私私人人古古玩玩艺艺术术精精品品展展火火热热进进行行中中

烟台首届私人古玩艺术精
品展在烟台古玩艺术城隆重举
办，展会免费向公众开放。据
悉，本次展会由烟台市工商联
古玩艺术品商会主办，烟台第
一国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烟台安林楠木馆联合承办。

本次展会以“鉴·交流”为
主题，打造专业、高端的古玩行
业平台。同时丰富烟台市民的
文化生活，发展本地的文化产
业，提高广大收藏爱好者的收
藏水平及眼光，促进烟台收藏

界的繁荣发展。
展会现场琳琅满目的奇珍

异宝，让前来参观的的收藏爱
好者大呼过瘾。藏传佛教神器
五彩舍利子、四大名砚之端砚、
奇石、老象牙雕件、瓷器等珍品
红珊瑚珠，还有晶莹剔透的大
串蜜蜡，名人字画等营造的艺
术氛围让观众们流连忘返。其
中一套古典旧料金丝楠木十一
件套更是美轮美奂，色彩古朴，
雕工精细，造型大方，在烟台乃
至胶东都绝无仅有，给每一个

参观者都留下深刻印象。
家住芝罘区的孙先生是位

资深古玩收藏爱好者，一大早
便来到了展会现场，“真是让我
大饱眼福，还可以和很多收藏
爱好者切磋交流，感觉太棒
了。”提到本次展会，孙先生毫
不吝啬地竖起了大拇指。

据本次展会组委会介绍，
古玩艺术品作为“美丽的资产”
已经逐步成为高净值财富人群
一个最重要的投资选项。在宏
观经济受阻的形势下，古玩艺

术品仍然是新富阶层选择的理
想的投资方式。对于敏锐的投
资者来说，无论市场如何调整，
他们总能发现市场中的价值洼
地。此次活动，所选都是性价比
高，值得投资收藏的作品，欢迎
广大藏家、买家莅临现场，共享
艺术盛宴。

本次艺术品展将持续至4

月28日，欢迎广大市民爱好者
前来免费参观。

地点：芝罘区上夼西路烟
台古玩艺术城

所长在身边

芝罘区四德街一间板房建在了人行道上，板房内还经营起了快餐店。 本报记者 于明红 摄

毓西路派出所所长李斌天天与网友面对面。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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