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4 热线 2014年11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吕华远 组版：洛菁 今 日 章 丘>>>>

乱乱倒倒煤煤渣渣，，百百余余垃垃圾圾桶桶被被烧烧坏坏
采暖季来临，环卫部门呼吁市民多加注意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帅）
近日，章丘市公安局明水第一派

出所办公室民警李波有些忙不过
来，在该所根据报警投诉绘制出一
份章丘“噪音色差地图”后，吸引了
不少媒体前来采访。目前，这份“噪
音色差地图”已经被数十家网站转
载，引起社会群众的普遍关注。

10日下午，记者见到李波时，他
正忙着准备案件材料。“现在关于噪
音扰民的报警电话特别多，我们警
力又有限，所以就想到将噪音投诉
统计标图，方便重点管理。”据李波
介绍，今年派出所接到的噪音诉求有
160余件，为了方便查看和治理，每接
到一起噪音扰民投诉，民警便在辖区
地图上的相应位置标注出来，逐渐形
成了一份“噪音色差地图”。

据了解，在该地图上，民警用颜
色进行区分，形成不同颜色的“色
带”，其中，将标注次数最多的地方，
即噪音反馈达30次以上的划定出红
色区域，反馈超过15次的划为蓝色
区域，低于7次的则为黄色区域。通
过这样的等级地图，辖区内的噪音
污染“重症区”一目了然。在针对噪
音扰民的专项行动中，民警根据地
图所示的各个区域进行集中整治，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噪音地图上，记者看到，明水城
区的噪音“重症区”主要集中在百脉泉
街一带，其次是汇泉路的几处路段。

“通过科技创新，可以将更多的
警务内容充实进来。”李波介绍，明
水第一派出所辖区的民生诉求多、
琐事多，诸如犬类管理、噪音管理、
车位管理等问题，需要占用民警大
量精力梳理，“依托噪音色差地图的
成功案例，依托110接警平台、民生
警务平台，将有关报警案件直接导
入软件，实现社会治安状况的动态
管控，特别是针对盗窃、诈骗等可防
可控的案件，做到红色预警，集中整
治，降低发案率。”

据了解，下一步，明水第一派出
所将对有关民生诉求数据进行数字
化、图谱化，让民生问题可视，实现
民生问题的动态演变，实现自动预
警。同时，依托各类创新地图，建立
健全案事件接受、办理、处置、反馈机
制，做到集中案事件自动红色预警，
社区民警积极介入调查、处置、反馈，
形成服务民生的良好工作制度。

民警从实际出发，探索实施的
一系列创新工作机制取得了良好成
效。据统计，今年以来，明水第一派
出所共接受群众诉求500余件，诉求
处置群众满意度达到97%。

“我们下一步将有关民生诉求
数据进行数字化、图谱化，让民生问
题可视，并最终实现民生问题的动
态演变，实现自动预警。”

民警绘制

噪音色差地图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
帅） 记者近日获悉，济南市下发
的《关于加强机动车管理防治大
气污染的通告》（下称《通告》）中，
对章丘市内的黄标车禁行区域进
行了明确规定，同时，相关部门将
按程序对违规行驶的黄标车进行
依法处理。

据了解，“黄标车”是高污染
排放车辆的别称，是未达到国Ⅰ
排放标准的汽油车，或未达到国
Ⅲ排放标准的柴油车，因其贴的
是黄色环保标志，所以称为黄标
车。

为有效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
污染，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保障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按照《通告》要
求，自2014年11月1日起，章丘市
经十东路、龙泉路（102省道）、世
纪西路、世纪东路以内区域全天
禁止黄标车通行。

同时，记者了解到，对于违反

禁行规定的黄标车，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
例》、《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
治规定》等有关法规进行管理、处
罚。其中，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90条，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
示的，将予以罚款200元，扣3分。

为了鼓励黄标车的提前淘
汰，补贴政策从2013年10月份便
开始实施，分为四个时段，将持续
至2015年12月31日。目前，补贴政
策已进行到第三阶段，将按照第
二时段补贴标准的90%计算，第
四阶段为2015年全年，按第二时
段补贴标准的80%给予补贴。

《通告》指出，禁止黄标车在
济南市区域内转移过户；黄标车
淘汰手续办理前，公安机关暂停
办理其所有人其他机动车注册登
记业务。到2016年，济南全市区域
内将全部禁行黄标车。

记者向章丘公安交警大队咨询了黄标车的淘汰程
序，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黄标车淘汰需四步：

第一步，车主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
机动车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资料，将车交售给具有资
质的指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并取得《报废汽车回收
证明》（黄标车淘汰时间以此证明出具时间为准）。

第二步，持上述资料及机动车号牌，到公安机关车
辆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取得《机动车注销证明》。

第三步，车主登录山东省黄标车提前淘汰信息管
理系统（网址：http：//58 . 56 . 98 . 111），注册账号后登录，
据实填写《山东省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资金审批表》。

第四步，车主将所需申报材料提交联合办公窗口，
由市环保、公安、财政、商务等部门通过山东省黄标车
提前淘汰信息管理系统对《山东省黄标车提前淘汰补
贴资金审批表》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核、发放。

黄黄标标车车违违禁禁行行驶驶罚罚220000元元扣扣33分分
相关部门将依法处理违规行驶黄标车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程若男） 记
者近日走访时发现，入冬以来，
不少市民将未燃尽的煤渣直接
倒进垃圾桶，导致垃圾桶频频着
火。据了解，近一个月以来，已有
百余个垃圾桶被烧坏。环卫部门
呼吁市民不要乱倒未燃尽的煤
渣，以免给国家造成损失。

“这个垃圾桶刚换上没多
长时间就被烧了一个洞，太可
惜了！”记者在市环卫管护中心
停车场看到，一大堆伤痕累累
的垃圾桶堆放在角落里。负责
看管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
是最近一个月收集回来的，粗
略估算数目有100个左右。记者
发现，每个垃圾桶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破损，有的裂开大口子
或破了大洞，有的盖子没了，有
的只剩下一片塑料桶身或底
座，可谓惨不忍睹。

据了解，随着天气转冷，很
多临街门店和平房住户都是自
行取暖或者用烧心壶烧水，有些
居民不等火苗完全熄灭，就将火
炉垃圾倒进垃圾桶，导致垃圾桶
被烧事件时有发生，屡见不鲜。

“这些箱子大多数是被烧
坏的。还有更严重的，直接烧得
啥也没有了！”垃圾清运工张德
新介绍说，前几天他去眼明泉
作业时，发现刚刚更换的4个塑
料垃圾桶仅一天时间就被烧得

荡然无存，只剩一堆面目全非
的垃圾，他只能将垃圾清理干
净后，重新安放新箱子。

记者从市环卫管护中心了
解到，按照创卫标准，去年起将
城区原有的铁皮垃圾箱统一更
换为四色塑料垃圾桶，不仅漂
亮美观，而且有效解决了清运

过程中铁皮垃圾箱造成的扰民
问题。但塑料垃圾桶不比铁皮
垃圾箱结实，一点火种或者摔
碰就可能导致垃圾桶破损、变
形，甚至作废。垃圾桶平均每个
价值300多元，一经损坏便很难
修复，一些受伤严重的只能弃
用，这样被淘汰着实可惜。

环卫设施代表城市形象，
是一个城市进步和文明的象
征，也直接关系百姓生活。目
前，采暖期即将来临，环卫部门
呼吁市民多加注意，切勿将带
有火星的烟头或煤灰倒进垃圾
桶，尽己所能保护垃圾桶，避免
人为毁损。

被烧坏的垃圾桶。 本报记者 支倩倩 摄

相关链接

黄标车淘汰分四步走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13853179959

搬 家

随缘搬家公司
鲁宏大道东首 张经理
电话：13869155118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空
调移机、货物装卸、水电
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装
卸、空调移安、拆装家
具、疏通下水道、公司移
迁、专业搬钢琴、收各种
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室
内外保洁，清洗油烟机，
换纱窗布、疏通下水道、

各种零活、钟点工 电
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13864157498高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架、
电线、电缆、开关、吸顶
灯、多用插座
电 话 ：8 3 2 7 2 6 1 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批
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宏盛水电维修
上门维修水电、家电及
各种零活。13864163855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果
首页
13188895368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章丘总代理
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调
全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桃花山小区
西区写字楼一栋，东临
桃花山街，南邻铁道北
路，上下三层，共600余平
米，一层三套门面房(电
动卷帘，无框玻璃门窗)，
二三层可独立使用，水电
齐全。个人房产，非诚勿
扰。联系人：李先生，电
话 ：1 8 8 5 4 1 9 8 9 8 8 ,

13082747965。

转 让
诚招合作

现有经营8年的石
油化工类项目，为了更
好的发展，寻求有经济
实力和战略眼光的合作
伙伴。
电话：13964076337。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监控工程
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
电话：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
香港街北首路西
电 话 ：8 0 9 5 9 5 9 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
门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

13854171965

招 租
福安路318号，三层

楼房785m2；赭山工业园
钢结构厂房1702m2，水电
齐全。
电话：1370541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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