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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5年年老老楼楼三三楼楼悬悬空空建建““厨厨房房””
已被确认为违章建筑月余仍未拆除，附近居民担忧安全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刘晓
通讯员 房苗苗) 5日15时，

随着最后一台路面压路机终压
完成，联通路东延工程(金晶大
道至工业路段)主车道工程全
部完成，至此，联通路东延工程
金晶大道至鲁山大道段全线贯
通通车。

据了解，联通路东延工程
(金晶大道至工业路段)自2014

年5月开工以来，在各政府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于今年6月底率
先完成了金晶大道至东四路段
的全部施工任务，特别是下穿
张东铁路立交桥于今年5月中
旬开工建设以来，市政工程建

设办公室与济南铁路局积极对
接、协调，济南铁路局破例允许
该工程在汛期进行施工，同时，
铁路和市政施工单位密切配
合、精心组织、科学施工，以“安
全、精品、快速”的理念为指导，
抓住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大大
缩短了工期，为联通路东延工

程的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据悉，该工程主车道施工
任务的全部完成，标志着中心
城区连接高新区的重要交通枢
纽全线贯通通车，今后必将缓
解中心城区东部的交通压力，
带动该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

联联通通路路东东延延工工程程全全线线贯贯通通通通车车
将缓解中心城区东部交通压力，带动经济发展

博山新建四路16号一栋有35年房龄的老旧居民楼三楼突然多出一处平台，这可吓坏了旁边的邻居。该栋楼住户李
女士说，其邻居准备盖厨房，已经被认定为违章建筑，但至今未拆除。“这样对楼的结构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影响到了了我
们的安全和日常生活。”李女士说。

“就是拆除一处违章建筑，
为什么这么难呢？”李女士对此
十分不理解。在本就老旧狭小
的居民区内突然多出一处空中
平台，给附近居民带来很大的
安全隐患。博山区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已经确认是违章建

筑，可在最后的执行环节上，却
卡住了。该局执法中队负责人
高先生表示，要按照程序办事，

“不敢乱作为”。可是，“不敢乱
作为”但不能不作为。目前，李
女士还在等有关部门的下一步
行动。

不敢乱作为，但不能不作为

8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李
女士所住的单元和另一单元之
间，一处平台已经搭建完毕，原
来的窗户也已经改成了推拉门。

“我的邻居从9月份就开始
违建厨房了，一开始我们跟他商
量他不听。后来竟对我们破口大
骂。”李女士将此事反映到了博
山区政府办公室。之后，博山区
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把材料
转给了博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9月底，该局执法大队队长
王先生带人到现场查明情况。

“确实是违章建筑，而且有很大
的危险性。”王先生告诉李女士，

对于二百平方米以下的违章建
筑的拆除，执法权在执法中队。

李女士以为事情会很快解
决。没想到，邻居家违建不仅没
停，还竖上了柱子准备下一步搭
建。李女士找到博山区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执法中队。之后，几
名协防员去现场看了看，没有再
现身。“来了几个人，告诉我邻居
需办手续，当时有工人正在往楼
上运水泥，没有人制止。”李女士
不能理解，便给博山区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局执法中队队长高先
生发短信，想要个说法。“我再给
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

确认是违建却没有停建

记者向博山区政府办公室
询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政府
已责成博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办理此事。记者联系到博
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
中队队长高先生，他称，此事很
复杂，执法中队拆除违章建筑
必须要由法院审批通过。对此，
言博律师事务所的徐照峰律师
表示：“对于确认是违章建筑
的，按照城市管理条例，执法部
门是有权拆除的。”

记者再次向高先生求证，他
又称，执法中队是受博山区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和城东街道办
事处双重管理。“这个需要街道
办事处做决定，我们只是配合执
行。”但城东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他们和城管部门并
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我们
对具体事务，一般是协商出一个
具体方案的。”该工作人员表示，
对李女士投诉的违章建筑一事
并不十分了解。

城管与办事处互相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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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119消防安全宣传月启动暨《博山消防》电视栏目开播仪式举行

进进入入火火灾灾高高发发期期，，全全民民参参与与除除隐隐患患
本报11月8日讯(见习记者

张朕宇) 8日10时，2015年博
山区119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
启动暨《博山消防》电视栏目
开播仪式在博山区李家窑居
委会举行。在即将进入冬季火
灾高发期之际，消防安全责任
重大、任务艰巨。

据了解，消防部门将继续
在“广度、深度、力度”上下功夫、
出实招，扎实开展好消防安全宣
传月活动，分行业、分节点开展
好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改、消防
安全教育培训、灭火逃生疏散演
练，全方位、深层次开展好志愿
者服务、新闻媒介引导、户外视
频展播、手机短信提醒、消防技
能竞赛等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
活动，确保单位平安、家庭平安、
人人平安。

《博山消防》电视栏目的开
播，旨在传播消防常识，提高群
众消防安全意识，这也是目前首

档淄博区县级消防栏目。
今年以来，博山区委区政

府投资180万元购置了城市主
战消防车，投资41万元购置了4

吨水罐消防车1辆，投资21 . 7万
元购置了官兵个人防护类、灭
火救援装备。深入推进消防安
全“四化”建设，优先支持消防
队站搬迁工程，着力推进重点
镇消防队伍建设，大力开展城
乡消防水源建设，购置了一批
高新技术车辆装备器材，部署
开展了小歌谣征集、主题征文
比赛等宣传教育活动，消防安
全责任体系不断完善，公共消
防设施建设力度逐年加大，全
民消防宣传教育氛围日益浓
厚。消防部门与博山区教体局
在幼儿园开展了消防小歌谣
创作表演大赛，90余所幼儿园
参加；在小学开展了消防在身
边主题征文比赛，14500名小学
生广泛参与，还为获奖者准备

了最高1000元、最少100元的图
书卡，鼓励广大师生参赛。下
一步，将把获奖作品装订成
册，向全区幼儿园、小学发放。

据介绍，下一步，博山区

公安消防大队将认真开展消
防监督执法和宣传教育，做好
灭火救援各项准备工作，努力
打造一支人民群众广泛信赖
的消防队伍。

人人参与消防安全

提升自救自护能力

本报11月8日讯(见习记者 张朕
宇) 10月12日至10月31日，博山区教体
局联合消防大队在全区中小学、幼儿
园组织开展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主
题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全区各中小
学、幼儿园广泛宣传发动，积极组织师
生及家长踊跃参加，师生及家长的消
防安全防范意识进一步增强，自救自
护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经过博山区教体局与博山消防
大队联合评比，在消防小歌谣创作表
演大赛中，博山区西冶街小学幼儿园、
白塔镇中心幼儿园、博山区实验幼儿
园、博山区青少年宫幼儿园、万杰朝阳
学校幼教部、博山区青苹果幼儿园分
别获得一、二、三等奖；陈海妹等6人被
评比为优秀指导教师。在消防在身边
主题征文比赛中，博山区崮山中心校
等5所学校被评比为消防在身边主题
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范茗涵等40名
学生作品被评比为优秀作品；平雪等
20名教师被评比为优秀指导教师。

“百日会战”集中行动

抓获嫌疑人192名

本报讯 11月4日晚19时至5日
19时，淄博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
秋冬治安“百日会战”第一次集中统
一行动。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
刑事、行政案件346起，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192名，抓捕逃犯14名。

行动中，各级公安机关多警联
动，特警、巡警、交警、派出所民警整
合资源、合力攻坚，在主要交通干
道、城区路口和案件多发地带联合
设卡，对过往车辆和可疑人员重点
盘查，共盘查车辆1500余辆，可疑人
员2000余名；集中警力对出租房屋、
建筑工地、公共娱乐场所、二手市场
等重点部位进行清查，共检查场所
3500余处；启动一级巡防机制布警街
面，打击现行，震慑犯罪，共出动警
力4100余人(次)，车辆700余辆；多措
并举对各类逃犯集中追捕，多名潜
逃多年的违法犯罪人员落网。4日
晚，桓台县公安局3小时内连续抓获
两名涉嫌入室盗窃的网上逃犯郭
某、凌某某，追回涉案物品13000余
元；张南分局抓获涉嫌诈骗的逃犯
袁某、苏某；张店分局民警在治安卡
口盘查抓获涉嫌非法持有毒品、容
留吸毒和吸毒的嫌疑人王某、邹某、
何某等；淄川分局顺线追踪，将逃匿
3年的网上逃犯侯某一举抓获。

(苗军 张艳)

消防员现场讲解消防知识。

本报讯 近日，沂源县公安局燕
崖派出所成功调解一起因土地边界
不清引起的邻里纠纷，受到当事人及
知情群众的一致好评。

冯某和刘某均为同村人，两家的
土地为左右邻居相互搭界。最近，冯
某把自己的地界沿线用石头垒起地
堰，以便两家的土地划分得更清晰，
但刘某认为冯某垒地堰时侵占了自
己的土地，两家人由此吵了起来，于
是，冯某报了警。接警后，民警迅速赶
往出事地点，询问当事人，并走访周
围群众，经了解得知，两家因土地界
线问题引发的矛盾由来已久，并且积
怨很深。鉴于此，民警又走访了村里
的现任村干部和往届村干部，了解到
两块土地因年代久远，边界早已变得
模糊不清。掌握这些情况后，民警开
始分头做双方思想工作。经过几小时
的说服教育，冯某和刘某终于承认了
自己的过错，都对自己的过激言行向
对方表示了歉意，在地界划分上双方
均做出让步。 (公为进 李传胜)

土地界线引发纠纷

民警调解握手言和

相关链接


	Y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