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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马路路市市场场反反弹弹不不能能光光靠靠““堵堵””
部门：今年城区将新建六处农贸市场并投入使用

重症肌无力症
纳入大病救助

本报泰安2月3日讯 (记者
白雪 ) 不少市民通过拨打本报
热线、微信、微博、网站等反映对
两会的期待和问题，不少人通过

“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微信公众号
反映问题，包括山口村民不理解
住房四周为何不能有树、旧县以
南直通徂徕山的红绿灯设计不合
理、单位不给买保险等问题。本报
将对读者和网友提出的问题分类
整理，并带着这些问题采访有关
部门和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山口镇张先生反映，当地
以环境保护为名要求农村居民住
房四周不能有树木，村民不解，既
然是环境保护，为什么不清理垃
圾却强制砍树。

◆市民来电反映旧县以南直
通徂徕山的红绿灯设计不合理。

◆市民高先生通过本报微信
反映：自己在某大型公司上班三
年多，一直没有签订正式合同，单
位也不给买任何保险，询问这样
是否合法。

◆微博用户“喊我菲菲”反
映，校场街与财源街交叉路口往
北有个下水道从去年十月到现在
一直往外流水，也没有修，这样很
浪费水，可不可以找个相关部门
管管。

◆市民张先生通过本报威信
反映，希望泰安也能够把重症肌
无力等病纳入门诊慢病或大病范
围。

本报将对读者和网友提出的
问题分类整理，并带着这些问题
采访有关部门和市人大代表、市
政协委员。

参与方式：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6982110提出您的问题；也可以
登 录 齐 鲁 晚 报 网
(taian.qlwb.com.cn)写出您的问题；
如果您是微博控，可以新浪微博
@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另外，您
也可以添加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微
信公众号(qlwbjrts)参与。

在两会期间，一些市民向本报反映，希望文化路西段等马路市场能够在今年得到更加
妥善的应对和处理，特别是杜绝马路市场反复反弹。市政协委员鞠达青提出《关于取缔文化
路占道摊点，维护泰安卫生城市形象》的建议。

本报记者 赵兴超 白雪

泰城水资源严重不足，市政协委员建议———

建建设设后后备备水水源源地地 全全市市用用水水““一一盘盘棋棋””
本报泰安2月3日讯(记者

王世腾) 受“高温”和降水少双
重影响。泰城水源地黄前水库水
位下降，从之前城区日供水8 . 2万
立方，减少至5 . 8万立方。市政协
委员孙启凯在今年两会上提出
提出《加强水资源管理，确保泰
安水安全》的提案，加强计划用
水和定额管理，并实施泰城角
峪—彩山水库后备水源地工程
建设，提高水源保障能力。

3日，在泰城主水源地黄前
水库，原本达到泄洪闸的水位，
已经退缩到离泄洪闸几米远的
位置。黄前水库管理局介绍，目
前水库蓄水量为2140万立方，可

用水量1500万立方，水位199 . 16

米，保守估计每月使用200万立
方，还能用七个半月。已经连续
多日没有有效降水，管理局合理
规划后半年供水。从之前城区日
供水8 . 2万立方 ,减少至5 . 8万立
方 ,最多时不超过6万立方。预计
到明年五六月份雨季来临前，可
能会有一到两个月的供水缺口
期。在得到有效降水缓解前，黄
前水库蓄水量还会相对紧张一
段时间。但由于黄前水库总蓄水
量2550万立方 ,目前蓄水量可以
满足城区用水大部分需求，加上
水源地周边地下潜流不断补充
及合理调配，即使按照日供水8 . 2

万立方计算 ,也足够应对到今年
雨季七八月份。

针对泰安存在的水隐患，
市政协委员、泰安市河道管理
局局长助理、总工程师孙启凯
就提出《加强水资源管理，确保
泰安水安全》的提案。孙启凯介
绍，泰安水资源严重不足，时空
分配不均，泰安人均水资源占
用量仅311m3，不足全国人均占
有量的1/7，属于严重缺水地区。
时空分布不均，除北部山区外，
多年平均降水量由东部的750㎜

递减到西部的600㎜以下；汛期
6—9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76%

左右，其他月份仅占24%。

此外，肥城、宁阳、东平三县
市城市水源地单一，都为地下水
水源地，后备水源建设滞后。泰
城与新泰市主要水源地黄前水
库、金斗水库皆为开放性水库。
库区内交通发达，多条道路紧靠
水库，目前防护设施对载有危险
化学品、农药等车辆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突发污染事故难以防护。

实施全市水系连同工程建
设，以大汶河、牟汶河、柴汶河三
汶“Y”型动脉和各类水利工程为
主干，构筑网络化水资源配置格
局，增强全市水资源统筹调度和
优化配置能力。推进雨洪水、中
水、矿坑水等非常规水的利用，

补充有限的常规水资源。
实施泰城角峪—彩山水库后

备水源地工程建设，没有后备水
源地的县市区应采取切实措施科
学论证，积极推进，加快实施，提
高水源保障能力。借鉴发达国家、
先进地区经验，推动水务一体化
改革，由此实现对全市城乡防洪、
排涝、蓄水、供水、用水、节水、污
水处理及回用等涉水事务进行统
一、系统、综合管理。

此外，以“全民节省、珍惜、
保护水资源”为口号，开展全民
教育活动，提醒人民增强责任
感，积极参与节约用水，保护水
源地。

泰城的马路市场，在去年
历经城管等多个部门治理和规
范，但过后频繁反弹，给居民出
行等带来许多不便。近日，记者
再次走访原先治理过的路段。

“去年没少清理马路市场，咋还
这么堵呢？”3日，家住泰山区后
七里社区的孙伟，中午下班又
一次从摆满摊位的泰山大街路
北马路市场骑车经过，因临时
摊位多，他只能走机动车道。孙
伟说，摊贩打游击，没法治本。

在荣院东路上的临时摊点
群，按照规范摆摊的不多，一位

摊贩说，与其在背街巷子摆摊，
还不如到路上打游击赚得多。

3日中午，在文化路西段，
不少商贩在路边摆摊，因为天
冷很多摊位都自行搭上帐篷，
有的水果摊更是摆到路上，开
车市民想买菜，只能停在马路
中间，一时阻碍后方车辆通行。

记者又走访科山路、迎春
路、南湖大街、通天街、泰东路
汽车城、乐园小区等多个路段，
发现马路市场反弹普遍，一旦
无人管理，街面马上陷入乱摆
摊混乱。

文化路西段等地

马路市场常反弹

3日，市政协委员、山东农
业大学鞠达青教授提出《关于
取缔文化路占道摊点，维护泰
安卫生城市形象》的建议，他认

为文化路是泰安最古老的街道
之一，但随着城市发展，文化路
西段尤其是傲徕峰路至科山路
之间沦为脏乱差的自由市场，

各类商贩占道经营，使原本狭
窄的道路更加拥挤不堪。

鞠达青说，文化路见证了
泰安市的发展，路两边众多的
学校更增加了这条道路的文
化底蕴，但现在文化路西段各
类商贩占道经营，垃圾遍地，
尤其是上下班时人流车流混
杂，买菜的和接送孩子的车辆
随意停放，学生的交通安全存

在隐患。
“文化路和东岳大街挨得

近，有效缓解了城区交通压力，
保持这条道路畅通很有必要。”

他建议，科山路北部有一
个大型市场，政府给予商贩一
定优惠政策，劝其迁入该市场
经营，对不听劝阻的摊贩极力
取缔，还道于民，恢复道路的功
能后，维护泰安城市形象。

租金优惠点

让商贩进正规市场

3日，记者从泰安市城区农
贸市场建设指挥部了解到，针
对马路市场问题，在2014年已
有六处农贸市场投入使用的基
础上，今年还将有六处投入使
用，开设多家精品连锁店。

记者从泰安市城区农贸市

场建设指挥部了解到，解决马
路市场问题的主要途径，就是
完善农贸市场，规划、国土、城
管、商务、工商、食药等多部门
都在努力。本着“引摊入市、疏
堵结合”的原则，立足原有市场
被拆除后无新建市场的实际，

2014年，经过多方协调对接和
论证，建立规划了农超式和大
棚式两类综合市场，乐园、韩家
结庄、粥店、水牛埠为农超式综
合市场，采取超市经营的模式
进行管理运营。十里河、金桂
园、南湖、王家庄子为大棚式综
合市场，采取集市经营的模式
进行建设管理。升级改造南门、
老东门等原有基础设施陈旧、
不能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的老旧
市场。新建并投入使用金桂园、
王家庄、送驾庄、南湖、南门等6

处农贸市场。还开设了蔬菜瓜
果连锁精品店57家，规范沿街
商铺经营。

按照计划，今年还将有韩
家结庄农副产品超市、乐园小
区、水牛埠、蒿里山、粥店和老
东门农贸市场建成并投入使
用，经营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工作人员表示，农贸市场的进
一步增加，将极大改善城区马
路市场现状，方便摊贩也方便
市民，提升泰城旅游形象。

六处农贸市场

今年投入使用

文化路的商贩路边搭起帐篷。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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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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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3日，中午记者来到科山路
北段的迎胜农贸市场，市场内
闲置不少摊位。一位商贩说，

“别看现在空着其实都有人了，

这个市场是早市性质，很多卖
菜的早上在这里，下午就去别
处了。”

迎胜农贸市场负责人张胜

利透露，迎胜农贸市场有扩容
的打算，预计今年下半年或明
年将对市场进行改造，增加一
千个摊位。

张胜利说，文化路西段的
商贩暂时是由迎胜农贸市场代
管的，他们也希望商贩能搬进
来，但现在摊位不够，也就还有
10多米的位置了，每米一个月
50元比较便宜。

“这边原来建市场时是个
早市，建成后解决了三四百个
商户摊位问题，今年下半年或
明年将扩大市场，具体建成几
层还不清楚，但是预计会增加
一千个摊位，将会解决更多摊
贩无处可去的问题。”

张胜利说，市场建成后这
些商贩愿不愿进来得看摊贩，
也得看执法部门的力度。

正规市场摊位紧

迎胜农贸市场正扩建

市场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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