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步行行街街房房檐檐脱脱落落，，到到底底谁谁来来管管？？
负责人表示：因缺少维修资金，无法维修

近日，市民李女士给本
报“有事您说”打来热线反
映：她在步行街逛街时，三
层楼顶的房檐脱落，差点砸
着她，十分危险。记者走访
发现，步行街在路面以及管
理上均存在漏洞。代理物业
称，多次与业主协商无果，
因没有维修资金，无法自行
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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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处建筑工地

扬尘污染被整改

本报11月13日讯 (通讯员
张静 记者 杨擎 ) 为有效遏
制和减少扬尘污染，济阳县城管
执法局以城区37处在建工地为重
点，强化建筑工地规范管理，遏制
扬尘污染。

“加强巡查，提前介入，宣传
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工作要
求，与建设单位签订《建筑工地扬
尘污染防治管理责任书》。”城管
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督促施工
单位严格执行文明施工管理标
准，落实出入口硬化、保洁、工地
围挡、施工降尘等规范化管理制
度。

同时，城管执法局对黄河古
镇等26处存在未设置建筑围挡、
未采取掩盖密闭措施、建筑工地
出入口未硬化、未设置洗车台、车
辆带泥上路等问题的建筑施工单
位进行限期整改。

77层层以以上上住住户户无无法法正正常常供供暖暖
腾骐骏安西区部分居民无奈搬回老家过冬

本报11月13日讯(通讯员 李
新东 记者 张健) 近日，济阳
交警回河中队执勤民警在国道
220线济阳服务区执勤时，查处了
一起接送幼儿园孩子的超员车
辆，实载9人的面包车竟然装了40

个孩子。
10日16时04分，执勤民警在国

道220线济阳服务区对一辆小型
普通客车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
此车加速向乡村公路驶去，民警
顿觉可疑，追赶一公里后将其拦
下。经检查核实，该车是回河镇闫
家村天使幼儿园接送孩子车辆，
驾驶人韩某和未随车携带机动车
驾驶证和行驶证，面包车核载9

人，实载40人，已构成了超员违法
行为。

由于是接送幼儿园孩子车
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不堪
设想。民警立即联系5辆面包车将
车上孩子安全转运，对驾驶员不顾
孩子安危、严重超员的违法行为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依法暂扣
其车辆并开具强制措施凭证。

实载9人面包车

竟然装了40个娃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梁越 张健) 近日，家住

腾骐骏安西区的张先生给本
报“有事您说”热线打来电话
称，小区内3幢高层楼房7层
以上住户无法正常供暖，百余
户居民该如何过冬？供热企业
称3幢小高层7层以上楼房达
不到供暖条件，无法供暖。开
发商称正在协调管道改造。

“我去年在该小区买的
小高层16楼，按说今年能及
时供暖，物业怎么告知我们
小高层7楼以上住户无法供
暖呢？”家住腾骐骏安西区的
张先生打来电话说，为买这
栋楼房已花去自己半辈子积
蓄，本想冬天不再受冻了，却

不想仍不能供暖。
12日上午，记者来到腾

骐骏安西区，在小区最北端
有三栋高层楼房，其中两栋
为19层，一栋为12层，每个单
元门上还张贴有试水的公告。

“公告上只是针对7层以下的
住户，7层以上的仍然无法试
水。”小区居民王女士说。

“去年小高层7楼以上居
民入住率比较低，冬天未供
暖可以理解。”王女士说，如
今，小区入住率达90%以上，
相关部门仍不给供暖实在不
能接受。7层以上的住户三天
两头去咨询物业，希望能正
常供暖。

李先生称，部分未入

住的业主本想冬天供暖再
搬来居住。还有部分年轻
人和老年人受不了寒冷，
开始搬回老房子。“这几天
楼 下 经 常 停 有 搬 家 的 货
车，居民将大包小包的行
李运回老家，原本热闹的
楼道也逐渐变得冷清。买
楼房希望提高生活质量，
却是花钱买罪受，希望相
关部门及时解决。”

据山东昊阳热力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称，腾骐骏安西
区3幢小高层7层以上楼房达
不到供暖条件，无法供暖。小
区物业称，1—7层能保证正常
供暖，7层以上不敢确定。开发
商称正在协调管道改造。

本报记者 杨擎 张健

步行街三楼楼顶有不少
房檐脱落，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

本报记者 张健 摄

除房檐脱落的问题外，
记者发现步行街在道路、楼
道的卫生以及二、三楼的管
理等问题上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问题。

“这条路已经坏了两三
年，都是经营者们看不过去
的时候，自己掏钱修修自家
门前的道路。”经营者杜女
士说，在步行街修建之初，
街两端均放有不允许汽车
通行的石柱，后来石柱被
搬走了，越来越多的汽车在
步行街通过，使得路面很快
就被轧坏了。

当记者通过步行街两侧
的楼梯去往二楼时，闻到一
股刺鼻的气味。“很多晚上来
逛街的市民，不知道步行街
的厕所在哪个位置，经常
在通往二楼的楼梯间或在
二楼没有人的地方方便。”
杜女士说，夏季气温较高
的时候，气味就更大了，严
重时楼梯间旁边的店铺门口
都能闻得到。

在步行街二楼，高高低
低挂着不少绳子。“这是在步
行街居住的市民挂在这里
的，这里阳光较好，不少市民

选择在这里晾晒衣物。”经营
者王先生说，二楼、三楼的
店铺较少，很少有市民选
择从楼上通过，因此这几
处“天桥”就被周围的市民

“利用”了。
据步行街经营者称，自

己也尝试过找物业协商改善
步行街环境的问题，但没有
找到。“每个月只有两个人
来收费。”王先生说，一个
收电费，另一个则收取水
费及每月10元的物业费，不
过经营者们并没有他们的联
系方式。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张
健 杨擎 ) 随着气温的逐渐下
降，居民都在关心今年的暖气热
不热，家住富锦文苑小区的居民
尤为关心，能否正常供暖？管道重
修后到底热不热？物业方面称，今
年重新铺设主管道和入户管道，
能让居民过个暖冬！

为解决富锦文苑暖气不热的
问题，小区居委会多次反映和济
阳县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等多次
申请，最终决定用政府和居民各
拿一半费用的方式，对富锦文苑
小区暖气主管道和单元管道进行
重新铺设。

去年的暖气不热现象是因为
管道漏水非常严重，主管道存在
众多漏水点，“去年检测时，主管
道有21处漏水点。”物业公司负责
人说。据了解，每当采暖季来临，
富锦文苑小区的暖气管道都会成
为热议的话题。去年暖气主管道
存在严重的漏水现象，部分业主
暖气存在不热现象。

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
相关工作人员称，富锦文苑今年能
正常供暖，保证居民过一个暖冬。

经过几番询问，记者找到了目
前步行街的负责人。“步行街建成之
初，几个南方人成立了物业公司，后
来物业公司没有了，这里也没有人
统一管理了。”该负责人说，现在由
供电公司派专人收取电费，自来水
公司则委托自己收取每个月的水
费，还有每个月10元的垃圾清运费。

“现在步行街并没有实际意义
的物业，也没有人收取物业费。”该
负责人说，针对商品房，目前也没有
缴纳维修资金的政策，修补房檐以
及路面的费用到底由谁来承担并不
好界定。

据该负责人称，在此之前，也曾
联系过业主协商维修房檐及道路等
问题的相关事宜。由于步行街建立
时间较久，不少业主当初留的电话都
已打不通。此外，在步行街购买商品
房的业主大都不是自己做生意，90%

以上的业主将房屋出租给现在的经
营者，业主们大都不愿出资维修。

“步行街各房屋已经超过质量
的保修期，再修时费用应由业主承
担。”该负责人说，目前，步行街并没
有严格意义上的组织者，一百余户
商铺的业主意见无法统一，就没有
办法对这些公共部位进行维修。

“房屋及门前的道路问题，只能
由业主自行修补。”该负责人说，针
对该问题，经营者应与业主进行协
商，处理好自己门前的安全隐患。

富锦文苑小区

今年正常供暖

步行街无物业管理

房屋质量问题无人管

负责人说法记者调查

松动的房檐仅由两根铁条固定
10日上午，记者在步行

街看到：从北头到南头破损
的房檐有十余处。有的已经
整块儿掉落，裸露着红砖和铁
条，有的已经裂开了很长的缝
隙。“房檐经常脱落，很容易砸
到人。”经营者曹先生说。

“生意不忙时，我隔段时
间就到三楼楼顶去看看。”张
先生经营着一家面馆，他说
如果房檐不牢固，就自己拿
家伙把房檐砸下来。他表示：

“万一脱落了砸到顾客，后果
就严重了。”

“有一次我到三楼查看，

发现有一整块儿房檐已经松
动，经过房东同意，我没费多
大力气就将房檐砸掉了。”张
先生说，房檐和楼顶不是一
体的，固定在铁条上，时间长
了就松动了。

记者经过走访发现，房
檐脱落的地方裸露着两根生
锈的铁条。不少经营者认为：
房檐之所以脱落是与结构分
不开的。据经营者孙先生说，
房檐的材质不是混凝土材
质，房檐和房顶也不是一体
的，房檐和房顶连接是通过
铁条固定的，由于雨水侵蚀，

部分铁条已经生锈断裂，成
为房檐脱落的主要原因。

“太危险了，如果不是差
点被砸到，我也不会注意到
房檐掉落的问题。”李女士
说，这条街上的市民比较集
中且流动性大，房檐一旦掉
落，砸到市民的可能性很大。

“平时还真是没有注意
到。”市民姚女士说，平时自
己经常到步行街购物，由于
商店都集中在一楼，自己很
少抬头观看二楼和三楼，也
从来不会想到步行街的房檐
会发生脱落的现象。

道路坑洼等乱象普遍存在

高层单元门张贴着试水通知，7

层以上住户却未能实现供暖。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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