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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区区绿绿地地里里圈圈出出““责责任任田田””
占用绿地种菜渐升温，小区种菜慎食用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整理

8月31日前

提交用热申请

李女士拨打12345咨询历下
区和平路新村小区何时安装供暖
设施。

市政公用事业局回复：经热
力公司落实，已与用户联系解释，
用户可通过其居委会或楼长于4

月1日至8月31日之间到济南热力
公司提交用热申请。

市中区图书馆

除周一外免费开放

张先生来电反映：咨询市中
区图书馆新馆地址及电话，希望
相关部门尽快落实答复。

市中区文化局回复：市中区
图书馆新馆现位于市中区王官庄
大众广场市中区文体中心内，除
每周一闭馆外，其余时间均对外
免费开放，每天开馆时间为早8点
半至下午4点半，节假日不休息。

丁家村

暂无拆迁计划

李女士拨打12345咨询历下
区姚家街道办事处丁家村有无拆
迁计划，希望相关部门落实处理。

历下区姚家街道办事处回
复：丁家村属于东部城中村，在旧
村改造范围之内；但是目前并无
拆迁计划。

燕文东路

将更换树种

翟先生来电反映：历下区园
林局贴出通知告知燕文东路两侧
树木要全部砍伐掉重新种植，咨
询历下区园林局砍伐树木有什么
标准要求。

历下区燕山街道办事处回
复：燕文东路路段两侧杨树因病
虫害严重，经常掉落枯枝砸伤行
人、砸坏车辆，前期周边居民反映
强烈；且进入春季，杨絮扰民严
重，居民普遍要求更换树种。为保
证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将此路
段树木进行整体更换。此处已上
报市、区两级园林部门进行审批，
取得相关伐树申请后进行施工。

申报住房补贴

准备七项材料

一名网友通过微信咨询申报
住房补贴需要符合哪些条件，需
要什么证件，应到何处办理以及
咨询是否有区域限制。

济南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审核配租处回复：申报住房补贴
需提供：1、申请表；2、申请人及家
庭成员户口簿、身份证；3、婚姻状
况证明；4、低保证或低收入证明；
5、住房证明；6、补贴合同；7、审核
机构认为必要的其他材料。来电
人需到户籍所在区房管局咨询申
报流程，办理申报手续。

小区绿地

成私家菜园

“春天来了，小区又开始了
新一轮的种菜热潮。尤其是靠
近楼边的地里，都被人种上了
菜。”汇中沁园的业主高先生
说，小区花坛原来种了不少花
草的绿地，被不少住户把草锄
走开垦成了私家菜园。

记者来到汇中沁园小区。
转了一圈发现，至少有五栋楼
前的绿地被种上了菜。不少菜
地隐藏在绿地中，有的干脆用
砖头把整块地圈了起来，绿草
已然不见。这些菜地最大的近5
平米，其中葱种得最多，另外还
有菠菜和不少小树苗。

在靠近大门的4号楼，一单
元门前一块长约3米的草地就
被人种上了葱。“这还是去年种
的，今年要再种点西红柿和黄
瓜。都是种着玩的，反正原先那
草地都枯黄了也没人打理。”一
楼西户的业主告诉记者，开垦
出这块地费了不少工夫，得施
点肥菜才会长得好。

在5号楼前，一楼一位业主
将5包温箱土堆在一棵树前，她
听说物业不允许再在草地上种
菜，便把土盛在保温箱里。“土
还是从伟东新都运过来的，想
着种点小油菜，也好让小孙女
看看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物业联合城管

清理“都市菜园”

“这小区种菜确实挺长时
间了。”小区物业李经理表示，
公共绿地被私人占用，他们曾
多次劝阻业主把菜地移除。

“在每栋楼前都贴了温馨
提示，提醒占用绿地的业主把
菜地清除。年前曾经联合龙洞
街道办的城管人员集中清理了
一批。”李经理说，当时2号楼和
3号楼之间的绿地恢复了不少。
李经理表示，下一步小区将会
继续联合城管人员将私占的菜

地清理出来。
不少居民对自己种出的绿

色蔬菜更加放心，吃得安全。但
专家却建议，小区、河道和路边
等地种出的菜其实并不宜食用。

济南市农业局一名工作人
员说，曾经对小区、河道、山体
等的土壤成分进行过专门的分
析，土壤中大都含有重金属等
多种有害成分，并不适宜种菜。

“像路边土壤，汽车尾气含
重金属、亚硝酸盐等致癌物质，
小区里的土壤是建筑用土，当
初建设时多混有渣土等，而山
坡上也会有针对树木使用的各
种农药残留，种出来的菜会吸
收这些有害成分。曾经有人食
用路边野菜中毒的案例。”该工
作人员说。

“菜园”占山

树苗难成活

“种菜大军”不仅抢占小区
草地，靠近小区的山体也被开
垦出了层层梯田。卧龙花园二
区、三区、四区有不少住宅楼紧
靠山体，虽然有石头围墙阻隔，
却没能阻止居民上山种菜的步
伐。

在卧龙花园二区19号楼西
侧，楼体和围墙间有条宽约2米
的小路，小路上有6块小菜地，
种着菠菜、韭菜等。紧靠菜园的
围墙上搭着一个长约2米的木
梯，顺着木梯能越过围墙爬到
山坡。

对于山体种菜，济南市园
林局林场的张宗胜说，他们曾
多次劝阻业主，也曾去山坡种
植树苗，可还是有市民对种树
颇为抵触，“曾发生市民破坏幼
苗的情况。”

张宗胜说，山体种菜并不
能涵养水源，山体植被被破坏
会加剧水土流失，也亦扬尘加
重雾霾。“居民自己种的菜其实
并不放心，土壤环境、山林管理
农药、废弃渣土垃圾等都会对
居民的菜造成污染，市民要慎
重食用。”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好不容易选完了

街道办却不承认

齐鲁软件园旁边的黄金时
代小区，虽然小区的业委会早
早就成立了，但是第二届业委
会早在2012年的时候，可以说
就已经瘫痪。名存实亡的业委
会一直拖到2014年7月13日，第
二届业委会期满换届。

黄金时代业委会筹备组成
员佟先生介绍，去年9月份建立
筹备组的时候，有60人报名，最
后选出来了7名业主代表成为
筹备组的成员。在12月份，实行
了实名制投票，但是街道办事
处的人把票箱给封了，至今也
没有开箱唱票。

3月18日，迟迟等不到街道
办事处回复的业委会筹备组，
根据前期汇总公示了第三届业
委会成员名单以及筹备期间的
花费。而上午筹备组刚公示了
业委会成员，下午街道办事处
就在小区每个单元门口都张贴
了“公告”。

根据街道办事处所贴公
告，街道办事处接到部分业主
对此次业委会换届程序及人员
的实名举报，进行调查后发现，
选举过程中确实存在严重违规
行为，并于3月13日对筹备组给
予明确答复，并电话告知了筹
备组成员。对筹备组发布的业
主选举结果不予认可，房管部
门也不予报备。

按照规定，只有在小区人
数超过半数，业主入住面积超
过半数的情况下，选举才有效。

街道办回应

选举有违规之处

小区需要整修的地方有很
多，但是黄金时代小区并不是
没有钱。业主刘女士介绍，黄金时
代小区路边楼上有6个大型的广
告牌，一个广告牌一年的收益大
概就在十来万，加上路边门头房
的房租，小区里还是有一些公共
收益的。刘女士还提到，小区路边
一大片区域在去年夏天，由居委
会招标改建成了停车场，业主停
车每个月交200块钱，临时停车
就是每小时2元钱。

第二届业主委员会委员王
先生介绍，之前公共收益的钱
总共就几十万，账目明细会在
近期公示，但是具体去向不方
便向记者透露。这些钱主要是

一期的几个广告牌和门头房的
房租钱，而停车场是居委会牵
头建设的，收益并不是第二届
业委会管理。

舜华路街道办事处乔科长
介绍，经过调查，筹备组成员在
选举过程中存在违规之处。根
据《选举法》，候选人是不能接
触选票的，但是在选举过程中，
都是候选人在发选票，回收选
票。在选举过程中，筹备组成员
有徇私舞弊之处。筹备组成员
在没有找到业主的情况下，让
房屋租客，或者是服务员等填
写选票，并要求按照他提供的
样本来填写。

至于小区的公共收益，一
直都是第二届业委会成员在管
理，街道办事处只是监督、指导
业委会成立，并不参与其成立
之后的管理工作。

家住汇中沁园的高先生反映，小区不少公共绿
地被人开垦成私家菜园，“一块块的菜地破坏了草
地，也不好看。”小区物业表示，已联合城管执法人员
予以劝阻，下一步将统一绿化。相关专家提醒，小区、
河道和路边等地种出的菜其实并不宜食用。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您问的这些事

12345都有回复了

成成立立个个业业委委会会，，咋咋这这么么难难？？
8个月过去了，黄金时代小区业委会还是没成立

黄金时代业主委员会从2014年7月份筹备成立到现在，也没成立起来。好不容易把业主委员会委员选出
来了，街道办事处又不承认。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应，不承认是因为在选举过程中有很多违规之处。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任磊磊） 在天桥区盛世名门
小区，此前由于人为破坏、管
理不善等原因，不少树木都死
了。近日，物业号召业主们认
种小区树苗，大大激发了居民
热情。29日上午，物业买进的
60棵树苗被抢种一空。

29日上午，盛世名门小
区居民付先生一家老小齐出
动，妻子抱着不足一岁的宝
宝在旁边打下手。付先生说，
在小区里一家人种下一棵树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
觉得比植树节时候，去山上
种树更有意义。植树节上种
的树，种完之后也不知道长
得如何。而在小区里，它就像

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每天
看到小树苗跟孩子一起茁壮
成长。”

小区天房物业石主任告
诉记者，前几天小区贴出号
召居民认种树苗的通知。没
想到29日一早，就有居民等
着认种树苗了。此次小区里
认种的60棵树苗是小区物业
补种的树木，有樱花、丁香
花、松树、五角枫等。“为了让
业主自发保护树木，我就想
出了让居民认种树木的想
法。”石主任说。没想到认种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居民种
下的小树，物业会制作专门
的标牌，写上认种人的名字，
让居民自己来保护它。

6600棵棵树树一一早早上上被被抢抢光光
物业号召业主认种小区绿植获赞

汇中沁园楼前一片草地被菜地侵占。

老少齐上阵种植树苗。本报记者 任磊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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