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河道道散散发发臭臭味味，，居居民民不不敢敢开开窗窗
异味源自垃圾和淤泥，街道办表示将去现场查看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整理

连城水岸小区孩子

上学归属兴济小学

赵女士来电反映：我住在
槐荫区兴济河连城水岸小区，
想咨询孩子该上哪个小学。

槐荫区教育局答复：槐荫
区兴济河连城水岸小区业主的
孩子目前归属济南市兴济小学
报名就读。

南全福露天烧烤

将进行集中整治

石女士来电反映：历城区
南全福小区西区11号楼楼下有
个亮亮烧烤，每天16时开始经
营，油烟扰民严重。

历城区全福街道回复：街
道城管委已对该业户下达了整
改通告，责令其自行整改，如不
自行整改，全福街道将根据市
区相关部门集体安排，下一步
会有集中整治行动。

“一户多人口”用水

到供水网点申请

孙女士来电反映：阶梯水
价上调，一家一个月12方水适
合三口之家，自己家有五口人，
应该有相应优惠政策。

经水务集团工作人员落
实：申请“一户多人口”用水的
用户需持本市公安部门核发的

《居民户口簿》原件（含索引页）
或居（村）委会提供的实际居住
证明、办理人员身份证原件及
本人手机或固定电话等材料，
到供水营业网点实名申请，并
到供水企业办理相关手续。

拆除的段店小学

小区竣工后迁回

姜女士来电反映：槐荫区
段店南路123号段店小学已经
拆除，咨询何时重新修建。

槐荫区教育局答复：段店
小学现已拆除，将待该小区竣
工后同步迁回。

泉城广场受损地砖

近期开始逐步维修

娄先生来电反映：历下区
泉城广场地面上的很多地砖已
经松动，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
关单位落实维修。

市城乡建设委回复：近期
气温升高导致广场地砖鼓起破
损，我们已经开始逐步维修，下
一步还会有大面积的维修计
划，将尽快修复好受损地面。

本报见习记者 孙业文

白天鸡叫晚上鸭鸣

居民根本没法入睡

“真是快烦死了，白天鸡叫
晚上鸭鸣，我这大半年就没有
睡过一个好觉。”邢先生说，他
原本在盖家沟附近住，为了孩
子上学方便，特意在附近租了
一套楼房，让他没想到的是，楼
下平房上面竟然养了一群鸡
鸭，天天叫，让他根本无法入
睡。

“现在孩子早上起来就是
一脸无精打采，不愿意去上
学。”邢先生说，孩子半夜经常
让鸭叫声给吵醒，为此他还专
门给儿子买了一副耳塞。

“现在楼上住的大多都是
老人，被这些鸡鸭这么一折腾，
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就更差了。”
市民李女士说，鸡不但打鸣，鸡
粪鸭粪的气味更是难闻，许多

人长年都不敢开窗子。

居委会、街道办

多次协调无结果

记者来到5号楼和6号楼之
间，发现养鸡的地方位于一处
平房的房顶上，大约有十来个
平方，房顶上建了一个鸡窝和
供鸡鸭喝水的槽子，四周都用
网子围了起来，里面有十几只
鸡和两只鸭，不时会听到鸡叫
鸭叫的声音。

“我多次同养鸡的居民沟
通，每次他都答应得好好的，
说是会把鸡鸭处理掉，但他没
有做。”5 号楼的楼长李女士
说，这位居民在房顶上养鸡鸭
少说也有七八年了，尽管居民
意见很大，可他就是一意孤
行。邢先生说，他们也找过物
业和居委会来协调，但是由于
与养鸡者很难沟通，问题一直
也没有解决。

“我们打12345好多次了，

城管也来了，甚至派出所都来
过，可是一直都没有解决。”方
女士说，小区内有规定不让养
鸡鸭，但是来了这么多的部门
都拿他没办法，他们也只好忍
气吞声了。“我就纳闷了，鸡鸭
扰民这么小的事，政府部门难
道就给解决不了。”她说。

多次劝说对方不听

相关部门称没办法

大观园街道办事处的城管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接到市
民的举报电话后，立即就到现场
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的确有居
民在小区内违规养鸡鸭，并多次
对该居民进行劝说，但是一直没
有效果。

“我们也没有办法，这种事
情只能通过劝说协调来解决。”
工作人员说，的确有相关的规
定不让居民在小区内养鸡鸭，
但是鸡鸭是居民的私人财产，
他们没有权力处理。

根据2010年3月实行的《山
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
办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条
规定，对于擅自饲养鸡、鸭、鹅、
兔、羊、猪等家禽家畜或者食用
鸽，影响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
的行为，由城镇容貌和环境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进行劝导、告诫，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
罚。

“即便我们按照这项规定
对当事人下达了整改通知，但
当事人不执行，我们也没办
法。”工作人员说，对于“不执
行”该做怎样的处罚并没有具
体法律规定。如果把居民鸡鸭
处理掉或者进行罚款，是没有
法律依据的。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也
很无奈，我们会尽快再对当事
人进行劝导和告诫，希望此事
能 够 早 日 解 决 。”工 作 人 员
说。

您问的这些事

12345有回复了

白白天天鸡鸡喔喔喔喔，，晚晚上上鸭鸭呱呱呱呱
居民区内有人养鸡鸭扰民，却没有部门能管得了

随着济南城市的发展，小区内养鸡鸭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近日，市民邢先生却向本报反映，在经六纬一交叉
路口的东北角，有人竟然在一处平房的屋顶上饲养了十几只鸡鸭，白天公鸡打鸣，晚上鸭子呱呱叫，让人无法正
常休息。记者走访居委会、街道办、城管等多部门，发现一群鸡鸭竟然没有哪一个部门能管得了。

郭先生反映，家附近的中
水站将中水排入河沟后，散发
出阵阵臭味，靠河居民都不敢
开窗。中水站工作人员称，中水
成分达标，没有臭味，臭味源自
河里的垃圾和淤泥。四里村街
道办事处表示，将去现场查看
并联系相关部门解决。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实习生 苑梦月

“家附近新建的中水站
向河沟排入中水后，经常能
闻 到 一 股 很 明 显 的 臭 鸡 蛋
味。”家住英雄山路16号院的
郭先生说，居民楼东侧从去
年开始新建了一个中水站，
大约三个月前，中水排入与
居民楼一墙之隔的民生大沟
后，开始散发出阵阵臭味。

郭先生称，要是遇到大
风天气，臭味不明显，但如果
不刮风，一进院就能闻到很
明 显 的 异 味 。“ 没 建 中 水 站
前，这条河沟是干的，并没有
给我们带来异味的困扰。”

“一闻到这种不正常的味
道，心里就不舒服。这些污水经
过处理后变成中水，但毕竟不
是自来水，不知道臭氧、二氧化
碳等成分会不会超标。”郭先生
担心，河沟的异味会影响家人
尤其是孩子的健康。

郭先生说，居民楼最东
侧靠河的住户受影响最大，
都不敢开窗。住在东侧的居
民刘先生说，平时就能闻到
沟里发出又酸又臭的味道，
尤其是早上味道更明显，一
般他都不敢开窗。居民们希
望有关部门能够采取一些除
臭净化措施，改善他们的居
住环境。

居民反映>>

三个月来河道里

散发出臭鸡蛋味

中水站的工作人员强调，
处理完的中水还要经过污水
处理厂处理后通过管道流入
小清河，这之前也是要经过主
管部门检验的。

“水的成分是没问题的，
而且水是流动的活水，河沟的
臭味应该是来自河里的垃圾

和淤泥。”该工作人员推测。他
表示，清理河道的淤泥垃圾以
及能否加盖设施遮挡异味等
不归中水站负责。

河沟旁边竖有2012年6月
设立的济南市河道治理管理
河长制公示牌，上面标明河段
长为四里村街道办事处书记。

主要职责为“负责辖区内河道
拆除违章建设，清淤疏浚，环
境卫生整治”等。

对此，四里村街道办事处
城管科一位王姓工作人员表
示，办事处工作人员将去现场
查看情况，并联系相关职能部
门来解决居民反映的问题。

街道办回应>>

将去现场查看，联系相关部门解决

记者在现场看到，距郭
先生所居住的居民楼东侧一
米左右的地方就是一条长约
200米的河沟，之间由一道围
墙隔开。沟中的水自南向北
流，水较为清澈。水面漂浮着
塑料袋等生活垃圾和植物的
枯枝落叶，还泛着许多白色

泡沫。
当日风很大，但依然能

闻到酸腐味，居民楼的东侧
住户家中全部窗户紧闭。河
沟东侧就是中水站，处理后
的中水排入河沟中。

中水站的一名工作人
员正在检修处理生活污水

的设备。“处理后的中水是
没有臭味的。”在工作人员
的指引下，记者拿水瓶接了
一瓶处理后的中水。水很清
澈，除了消毒水的味道没有
其他异味。在河沟旁有个白
色蓄水池，池中的水也很清
澈。

记者调查>>

沟内漂垃圾泛白沫，中水无臭味

河沟距居民楼只一墙之隔，水中有很多淤泥和垃圾。

C04 抢眼 2015年4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康鹏 美编：宫照阳 组版：洛菁 今 日 济 南>>>>


	C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