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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张飒特） 近日，一些小区业主给
本报“有事您说”打来热线反映，
开发商曾代收了维修资金，但当
时按照总房款的3％收取了维修
资金，现在新政策中对未设电梯
的多层房屋每平方米收取60元，
到底应该按哪个交？

近日，豪门又一城小区业主
刘先生给本报打来热线，称自己
于2012年购买了一套房子，开发商
当时按照总房款的3％收取了维修
资金，听说济南市现在出台的新政
策中对未设电梯的多层房屋每平
方米收取60元，这样算下来交的钱
差了几千元，新政策出台后，多收
上去的钱是否退给自己？

同样的疑惑也出现在嘉源逸
居、旭润新城等小区业主身上。嘉
源逸居的业主孙先生称，自己于
2012年与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
同，随即又按总房款的3％交了维
修资金约9600元。“如果按照每平
方米 6 0元，那我只需要交 6 0 0 0

元。”孙先生说。
针对小区业主们的疑问，住

宅维修资金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济南市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管理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商
品住宅、非住宅的业主按照所拥
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维修资
金。首期交存标准为:别墅每平方
米20元，未设电梯的多层房屋每
平方米60元，设有电梯的房屋每
平方米120元。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今后可根据实际情况，适
时调整交存标准。“本办法实施前，
已按《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济南市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维修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济政办发〔2001〕27号)交存商
品住房维修基金的，其维修基金转
为维修资金管理使用；同一幢楼
内尚未交存维修基金的商品住
宅、非住宅，其购房人仍按照购房
款的3％交存首期维修资金。”

维修资金新旧标准

到底该按哪个交？

本报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刘
慧） 近日，家住鑫隆·帝景城的刘
女士给本报“有事您说”打来热线，
反映小区电梯内危险急救的温馨
提示被刮花，存在安全隐患。物业
工作人员回复，电梯遇险时，被困
人员只要按一下电梯内的响铃，就
会有工作人员接通你的电话，确定
你的具体位置进行营救。

“我们小区2号楼1单元电梯
内之前是贴有一张‘温馨提示’
的，上面标有电梯遇险时可以拨
打的电话。”刘女士说，但近几天
发现“温馨提示”被刮花，遇险电
话根本看不出来，“如果真的遇上
电梯故障了，怎么跟外界进行求
救啊？”

据刘女士介绍，目前电梯存
在的安全隐患对小区居民很不利，
尤其是老人跟小孩，“我现在都不
敢让家里的老人跟孩子单独行动，
就害怕坐电梯出点什么事。”

据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电梯内有一个黄色铃铛的标志，
如果有人在电梯内遇险了，只要
按一下这个铃铛，就会与物业那
边的值班人员进行通话，值班人
员会确定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进行营救措施。

据了解，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每
隔半个月就会对小区电梯内的所
有警铃进行测试，看是否正常运行。

工作人员还提醒市民，请不
要随意涂画电梯内的“温馨提
示”，这样一个很小的举动，可能
带来大的安全隐患。

电梯遇险时，

可按响警铃求救

泄泄洪洪沟沟内内排排的的““黑黑水水””究究竟竟是是啥啥
相关部门解释：是小区集中供暖的地热水

本报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张飒特） 1月15日，是商河

县教育体育局向全县校车服务
提供者发放校车手续申请表的
最后一天。14日上午，记者在商
河县教育体育局安全科了解
到，截止到目前，已有十多位校
车服务申请人前来递交了相关
材料。

据了解，此前领到申请表

的校车服务申请人，已经陆续
到商河县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递交了相关材料
进行审批，由于校车审批流程
需要提供的各项资料相对较
多，并且缺一不可，过程中发现
存在个别申请人所提供的材料
有遗漏或者不全面的现象。据
商河县教育体育局安全科科长
李宗奎介绍，他们已经及时告

知材料不完善的申请人尽快补
充材料。

一位正在现场等待资料审
核的校车申请人王先生告诉记
者，通知刚发布的时候他就赶
紧过来领表了，并且最近一直
在准备需要提交的各项材料。

“校车能规范使用，这太好了，
在保障学生安全同时也规范
了校车司机的行为。”王先生

说。
据李宗奎介绍，对于符合

校车服务申请条件的申请人，
如果想办理校车登记，可以随
时到商河县教育体育局领表
格，再依照流程进行审批。对
此，李宗奎还提醒校车服务提
供者，一定要将校车审批流程
上要求的所需各项材料准备齐
全，以免耽误审批。

十十多多名名校校车车申申请请人人已已提提交交材材料料
15日发放校车手续申请表最后一天

本报1月14日讯（见习记者
刘慧 通讯员 刘志海）

近日，商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开展了渣土运输违法行为专项
整治宣传工作。据了解，在宣传
过程中，交警部门依法扣留了8
辆因手续不全上路的渣土车，

此次整治宣传工作收到了预期
的效果。

“渣土车是施工单位主要
的运输工具，在各个施工现场
都会发现几辆甚至更多的渣土
车。”商河县交警大队一中队队
长刘万圣说，因此，在行动中，
民警几次深入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和建筑工程运输企业等场
所发放宣传资料，“希望能让各
施工单位高度重视起来，保证
渣土车运输人员的安全。”

据刘万圣介绍，此次宣传

行动中，民警还召集了企业的
安全负责人、工程运输车驾驶
人，向他们教授了一些交通安
全知识，并且还播放了交通安
全的短片，使其能充分认识渣
土运输违法行为的危害。

此次整治行动中，交警大
队组织安排了记者随警报道，直
击整治现场，曝光渣土车无牌上
路、强闯信号、闯禁行、扬尘撒漏
等违法行为。在活动过程中，交警
部门依法扣留了8辆因手续不全
开车上路的渣土车。

据了解，此次整治活动还
利用了公交车载电视、出租车
载LED显示屏、多家单位的户
外LED显示屏、楼宇电视等公
众传媒平台循环播放安全提
示，利用民生警务平台发送手
机告知短信，就渣土运输违法
行为整治工作的意义进行宣
传。截至目前，共发放各类宣传
材料3000余份，利用手机短信开
展交通安全行车提示5000余条，
利用公众传媒平台循环播放安
全行车提示信息600余条。

88辆辆渣渣土土车车无无牌牌上上路路被被扣扣
专项整治宣传工作收到预期效果

聚焦五项整治

近日，李先生打来本报“有事您说”热线反映，商河县富民路与田园路交叉口附近，有污水排放。
记者实地考察发现，水颜色较深，有白色泡沫，并且温度较高。记者了解到，该水是涌鑫小区和豪门庄
园小区集中供暖所用的地热水，因没有回灌井才向外排放。商河县国土资源局的工作人员称，近三年
来，商河县的地热开采群采用“一采一灌”的模式，因两小区运用地热供暖较早，当前的基础设施还不
具备回灌的能力。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云云

随后，记者在专门负责
商 河 县 地 热 资 源 开 采 与 利
用 的 国 土 资 源 矿 产 科 了 解
到，涌鑫小区和豪门庄园小
区由于较早使用地热供暖，
当 前 设 备 还 不 具 备 回 灌 能
力。

据了解，近三年来，商河县
的地热资源均采用“一采一灌”

技术，一口开采井配有一口回
灌井。但是涌鑫小区和豪门庄
园小区这样较早开采地热井
的，当时并没有要求建立回灌
井。矿产科的工作人员徐先
生说：“为了实现地热资源的
循环运用，接下来会对一些
老小区进行整合，积极完善
回灌设施。”

市民反映：这水排放不是一年两年了
近日，记者来到商河县富

民路和田园路的交叉路口。在
交叉路口的桥洞右边，记者看
到有一条地下水管正在往泄洪
沟里排水。水的颜色较深，时不
时泛起白色泡沫，水管附近冒
有“白汽”，记者伸手一摸，水温
较高。

家住附近的李先生说：“这
水排放不是一年两年了，也没

有专门检测过，不知道对人身
体有没有害。”据他反映，每到
冬季，管道就开始排水。看到记
者来到桥边，居民王先生特意
赶过来。他开玩笑说：“还以为
你们钓鱼呢，这怎么可能有
鱼。”他也和李先生担心同样的
问题，他说：“水看着颜色挺深
的，又是从地底下流出来，从哪
里出来的啊，万一有害咋办？”

环保局：污水是两小区集中供暖的地热水
记者在商河县环境保护局

了解到，该“黑水”是富民路附
近的涌鑫小区和豪门庄园小区
排放出来的，是两个小区集中
供暖所用的地热水。泄洪沟流
经田园路，经过商河县环境保
护局的门口，对此环保局的工
作人员表示很无奈，只能寄希
望于两小区建立回灌井了。

商河县环境保护局的工作
人员说：“就在自家门口，却又
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挺无奈
的。”他解释道，该水因为是地
热水，温度较高，要是流进商河

县污水处理厂，会破坏污水中
的细菌结构，因此不能流向污
水处理厂。当前又正值集中供
暖的时候，如果强制禁止该小
区排放，又会影响居民供暖，希
望该小区能够尽快建成回灌
井。

对于市民担心的水污染问
题，环保局的工作人员称，目前
还没有完全界定，近期对于水
的成分会进行详细的检测。他
们解释道，水的颜色较深，是因
为地热水在长距离的管道运输
中氧化所致。

国土资源局：两小区不具备回灌能力

地下排水口正在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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