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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用用水水要要到到附附近近泉泉池池里里去去接接
历城荷花路沿线十几个村庄用水难

交警错开罚单

车辆无法年检

本报见习记者 时培磊

济南市民宗先生的车4月份该
年检了，可就在此时却收到了车辆
违章罚单。让宗先生摸不着头脑的
是，他根本没去过车辆违法地点。查
询后宗先生才发现，原来是别人的
车违规，车牌号却被错误登记为自
己的车。

车主反映>>

录入违规记录有误

自家车辆莫名违法

宗先生是济南的一位车主。4月
6日，通过查询“济南交警”微信公共
号，宗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辆有一条
违规记录。违规内容是“驾驶机动车
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违法扣
分6分。”

仔细查看后，宗先生很吃惊，查
询结果显示车辆违法地址竟然在日
照市圣岚路与观海路口。“我从来没
有去过日照这个地方，怎么会在那
里违规啊？肯定是弄错了。”

当日，宗先生就到交警支队市
中大队车管所查询此事。通过调取
抓拍图像，发现违规车辆并不是宗
先生的这辆车。“违规车是辆东风标
致，我的车是大众的，里边的司机也
不是我。”

据宗先生反映，违规车辆是一
辆挂“苏A”车牌的车，车牌后几位均
与自己的车牌号相同。“肯定是违规
记 录 录 入 的 时 候 把‘ 苏 ’录 成 了

‘鲁’，最后才成了我的车违规。”

车辆已过年检期

盼消除违法记录

市中交警大队车管所工作人员
告诉宗先生，想要消掉这条错开的
违规记录需要联系违规地的交警部
门。济南到日照的距离并不算近，加
上宗先生平时上班也没有时间去亲
自跑一趟，他通过电话向当地交警
部门反映此事。

“从4月7日我就打电话，问了很
多部门以后把问题反映上去了。”然
而，半个月过去了，宗先生的违规记
录仍然没有被撤销。“岚山区交警大
队负责此事的人告诉我让我等着，
如果是错开的，肯定给我处理。”

可是这个时间点宗先生坐不住
了，他告诉记者，他的车今年4月20

日就到了该审车的日期了，而如果
有违规处罚没有处理是不能进行年
审的。“快到‘五一’了，到时候会用
车，如果还消不了，不进行年审，被
查出来要被罚的。”

交警回应>>

已经向支队反映

至少15天能解决

针对此事，4月22日，记者询问
了日照岚山区交警大队的工作人
员，一位工作人员在查询车辆信息
后告诉记者，“大队已经就消除这辆
车的违法记录上报到了支队，应该
很快就能解决。”至于具体还需要等
待多久，这位工作人员告知，“一般
情况至少需要15个工作日。”

据悉，车牌号等重要车辆违法
信息初步录入后，相关工作人员会
对这些违法信息进行审核，以防出
现错误。工作人员对宗先生的情况
解释说：“有多种原因，可能是由于
系统太卡造成的，宗先生的车辆违
法信息审核时很可能是被跳过了。”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车主
发现车辆违法信息有偏差，可向交
警部门进行申请，“如果真的有错
误，我们会给予消除。”

宗先生的车辆已经超了车检日
期好几天，目前依然不能进行车检，
宗先生希望当地交警部门尽快把误
开的违法记录消除掉。

文/片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王伟 王宫钦

唐唐冶冶幼幼儿儿园园要要从从公公立立变变私私立立？？
街道办：计划委托教育机构管理，性质不会变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邢小双）
近几天，唐冶幼儿园的小朋友
家长们听说唐冶幼儿园要从
公立变成私立了，学费要上
涨，老师也要全都换掉，这让
他们十分担心。

张女士家住唐城小区，孩
子在小区附近的唐冶幼儿园
上学。“我们附近的孩子都在
这个幼儿园里上学，得有好几
百个孩子呢。”张女士说，“这
个幼儿园是个公立的幼儿园，
学费比较便宜，每个月240块

钱，我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也比
较放心。”

但是最近，张女士听其
他家长说幼儿园的性质要变
了：“听说‘五一’以后这里要
变成私立幼儿园，以后学费
要涨不说，就连老师也全都
要换了。”

家长李女士也听说了这
一说法，在向园长求证的时
候，园长的答案也不是很明
确：“园长说区里可能有这个
计划，具体情况不清楚。”李
女士说，园长的这一说法让

家长们心里很没底，“涨价倒
是其次，关键是如果把老师
都换了，孩子们不适应怎么
办？再说幼儿园变成私立的，
教学水平、老师的素质还能
保证吗？”

对此，唐冶街道办事处教
育办的工作人员表示，幼儿园
并不是要变成私立的，而是要
委托给教育机构进行管理教
学，幼儿园公立的性质不会
变。该工作人员表示，唐冶幼
儿园原来是三类幼儿园，现在
已经达到了一类的资格。“我

们想要把幼儿园的师资和管
理方面进行提升，提高教学质
量，因此想要将幼儿园委托给
济南市幼儿示范联盟进行管
理，目前正在进行协商，还
没有最终确定。”此外，该工
作人员表示，幼儿园从三类
提升到一类后，学费肯定要
涨，但是涨多少、什么时候
涨都没确定。“涨学费和委
托教育机构没有关系。至于
学校的老师是否换，还得等教
育机构来了后看是否符合要
求，符合要求的才可以留任。”

近日，多位家住历城区荷
花路沿线的村民向本报反映，
整个荷花路沿线十几个村庄
都存在供水不足的问题。负责
沿线供水的历城区华山水站
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供水管
网过细等原因，导致了沿线村
庄供水难。由于水站供水量较
少，不仅荷花路沿线供水难，
将军路沿线小区夏季还将出
现用水短缺现象。

记者调查

二楼住户家没自来水

摆满存水的盆盆罐罐

23日，家住历城区孟家
村的刘先生告诉记者，从4月
7日起，家中就开始停水，直
至23日仍未恢复正常供水。

“不仅我家，整个村子都没
水，已经十几天了。”刘先生
说。

“前两天听说来水了，
但 是 水 流 特 别 小 ，水 压 很
低。”刘先生抱怨道，虽然

他家住二楼，但是也不能正
常使用自来水，“三楼以上
就 更 别 说 了 。”刘 先 生 介
绍 ，只 有 在 晚 上 九 点 钟 以
后，家里的水龙头才能流出
水来。

为了尽量不影响正常生
活，刘先生只能在每晚来水
时，将家里的盆盆罐罐都装
满水。23日中午，记者在刘先

生家发现，打开水龙头一点
水都没有。刘先生家厕所和
厨房的地上都放满了存着水
的盆盆罐罐。

刘先生表示，“我们每
个月都按照规定及时把水
费交给了村委会，价格也是
按国家标准，现在没法正常
供水真是闹心，希望有关部
门能早点给我们解决。”

市民反映

停水已持续半个多月

早晨洗脸有时都没水

23日，家住在历城区荷
花路坝子村的一位居民也向
记者反映，家中停水已有半
个月了，曾经几次水龙头出
现细小水流，家中用水十分
不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早
日解决。

居民张女士介绍，她家
住的楼一共六层，张女士家
住在五楼。不仅张女士家里
没有水，“即使二楼，水有时

也上不去。”张女士还告诉记
者，一层的住户也只有一点
水流，流量也很小。“这种情
况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情
况一直没有大的改观。”

由于张女士家里没有
自来水，生活十分不便，张
女士只能去附近的白泉接
泉 水 ，然 后 再 用 水 桶 运 回
家。“从白泉接水，然后还要
再上五楼，真的很费劲。”张

女士介绍，她每天都要为水
担心，“但是家里接的水还
是不够用。”张女士说，有时
水用到早上就没了，“连洗
脸都洗不成。”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曾
多次向水厂咨询，为何不能
正常供水。水站告诉她，供水
管道可能存在问题，导致荷
花路沿线用水情况紧张。目
前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

原因剖析

水管过细及用水混乱

多原因致沿线用水难

经记者调查发现，荷花路
沿线的孟家村、王闸村、坝子
村等十几个村庄都面临着不
同程度的供水紧张问题。这些
村庄的供水是从哪来的呢？

据记者了解，此处由于
地处城乡结合区域，并不是
济南市政管网的供水区域。
沿线村庄用的供水体系为历
城区平原集中供水体系。水
源为位于王舍人镇的地下
水，地下水被送到华山水站，

然后经华山水站送到将军路
沿线和荷花路沿线。

“将军路沿线为主管网，
荷花路沿线的管网较细，直
径大约为60毫米。”水站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由于荷花路
沿线管网较细，导致供水不
足。“每天最多只能向荷花路
沿线供应1000方水。由于近
来气温升高，沿线潜在的需
求量为2500方至3000方。”所
以不少村民家从4月以来，出

现停水或水压较低情况。
除了管网原因，该水站

负责人称沿线村庄用水秩序
较为混乱，有些村民并不能
足额按时交纳水费。虽然有
的村民无水可用，但也有不
少村民存在浪费水的行为，

“这部分村民也拖欠水费。”
该负责人还介绍，除了上述
原因，部分沿线村庄还存在
窃水行为，“导致整个沿线供
水紧张。”

部门回应

入夏之后缺水将加剧

将军路沿线还将缺水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沿
线村庄要加强用水秩序管
理，村民要及时交纳水费。
他说，如果村民都能按时交
纳水费，浪费水的现象将大
幅减少，可以缓解部分供水
缺口。

不少村民则认为相关部
门应该及时铺设更粗的供水

管网。对这个问题，该负责人
解释说，此条管网才刚用了
大约10年，为国家农村饮用
水项目所修。是否要铺设更
粗的供水管网，“要等上级部
门的通知。”

该负责人介绍，即使铺设
了更粗的供水管网，由于华山
水站的设计出水量为每天6000

方，“目前水站已经开足了马
力生产。”要新增供水量还要
对华山水站设备进行提升。

他还担心地告诉记者，
随着炎炎夏日来临，“不仅荷
花路沿线的缺水状况将加
剧，由华山水站供水的将军
路多个小区今夏还将继续面
临缺水的局面。”

荷花路沿线的一户村民
打开水龙头，却接不到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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