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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反映

让管理部门来修路灯

路灯没修好反倒“没了”

化纤小区位于历城区花
园路沿线，有3000多户居民。
在小区的西北侧有一个小广
场，“这个小广场由小区居民
和 历 城 区 文 苑 小 学 共 同 使
用。”据小区居民介绍，白天归
小学用作教学，“不少居民会
到广场上休闲锻炼。”

2015年，文苑小学对操
场进行了提升，“在提升时，
为了保证施工安全，掐断了
操场上三个路灯的电线。”
化 纤 小 区 业 委 会 主 任 王 清
泉介绍，操场提升完成后，
为 了 让 小 区 居 民 晚 上 更 好
地休闲锻炼，小区业委会于
上 周 联 系 市 政 路 灯 管 理 部
门维修路灯。

据王清泉介绍，最初路灯
部门管理人员告诉小区业委

会，“因为操场入口处有台阶，
维修的车辆不能开进操场，没
法维修路灯。”王清泉赶快找
人定制钢铁斜坡，好方便车辆
开进操场，维修路灯。

让王清泉和小区居民没
想到的是，“前两天，再到操
场上去看，路灯竟直接不翼
而飞了。”王清泉说，事后一
打听才知道路灯部门在小区
定制斜坡时，直接将路灯拆
除了。

路灯直接被拆除激起了
小区居民的火气，“这些被拔
的路灯和小区其他路灯一样，
都是小区产权单位自己花钱
改造的，路灯部门凭什么说拔
走就拔走啊！”

业委会说法

小区居民有路灯使用权

管理部门不能说拔就拔

28日中午，记者来到位于
小区西北侧的操场内看到，小

区操场经过提升，铺上了塑胶
跑道。由于正值周末，不少居
民正在操场上健身。

一小区居民向记者抱怨
说：“晚上没有路灯，健身不方
便。”记者在居民的指引下，在
操场的北侧找到了两处路灯
被拔留下的线头，在南侧找到
了另外一处。

据小区前业委会朱主任
介绍，小区所有的路灯于2004
年安装，当时由多家产权单位
共同出资9万多元，其中也包
括操场上的三盏。路灯安装完
成后，当时由产权单位和路灯
部门签订了协议，向路灯部门
移交了管理权和维修权。朱主
任说，协议虽没有明确规定路
灯产权归谁所有，“但协议规
定了小区居民对路灯有常年
使用权”。

王清泉告诉记者，虽然
产权不清，但路灯管理处不
能 一 声 招 呼 不 打 就 将 路 灯
拔走，“让小区居民不能合
理用灯。”

管理部门回应

路灯产权不归小区

拔除路灯无可厚非

近日，记者就此事致电济南
市政公用事业局路灯管理处。据
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管理处
确实接到了小区业委会维修路
灯的要求。“工作人员经过现场
查看，小区的路灯电缆在操场施
工时被破坏，路灯已经不能使
用。”该负责人介绍，路灯不能使
用工作人员才拔的。

路灯管理处有没有权拔
小区的路灯？路灯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解释说：“路灯的产权
属于路灯管理处所有，管理处
拔路灯无可厚非。”

该负责人还说，根据协议，小
区路灯的管理权已经移交给路灯
管理部门。由于那个地方现在改
成了操场，市政部门不能再在此
处安置路灯，“此处路灯也不能使
用，市政部门才将路灯拔除。”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田黎明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食药监局获
悉，该局近期组织的羊肉及其制品专
项监督抽检中，送检的132批次样品
中，部分检出了其他动物源成分，目
前正在复检阶段。25日，该局对疑似
存在“问题羊肉”的一企业突击检查
时发现，该企业未如实标示生产日
期，并有超范围经营的情况。

厂家超范围生产羊肉卷

掉地肉片拾回直接加工

从去年底开始，济南市食药监
督部门就对市民非常关心的羊肉
及其制品进行规范整治打击专项
行动。25日，济南市食药监局根据近
期专项行动中掌握的线索，对疑似
存在“问题羊肉”的山东天鼎惠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长清分公司进行
了突击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生产
日期未如实标注、无法提供出厂检
验报告等问题。

执法人员在该企业加工现场
发现，2016年2月25日当天生产的雪
花排条(鸡肉卷)，生产日期全部标
注为2016年2月18日。现场员工解
释，打码机只能标8、18、28这3天的
日期，不过全部“滞后标注”，25日的
就只能标最近的18日。

长清区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并
不认可这样的解释，并表示，生产
日期标注必须真实、准确，厂家必
须如实打码。根据《食品安全法》，
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
期的食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
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
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食
品生产许可证。

执法人员发现，该企业食品生产
许可证的品种明细为速冻调制食品：
骨肉相恋(鸡肉串)、原味鸡柳，但是在
商超内却又出现了“鼎惠牌”羊肉卷
产品。该企业在没有申请变更食品类
别的情况下，“超范围”生产羊肉卷、
羊肉串、孜然肉串等产品，且无法提
供批次出厂检验报告。

除此之外，执法人员还发现现
场工人将掉地肉片拾回直接加工、
冷库成品及原料“混为一团”、出厂
检验室成摆设等问题。

针对突击检查中发现的擅自
更改生产布局、混放成品和生产原
料、生产经营人员穿戴不整洁等其
他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通
知书，要求山东天鼎惠食品有限公
司长清分公司立即整改，7日后对其
进行复查。

送检132批次样品

检出不合格样品9批次

记者从济南市食药局了解到，
在规范整治打击专项行动中，该局
对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的羊肉及其
制品开展了专项监督抽检。重点检
验瘦肉精、动物源成分 (猪、鸭、狐
狸、貂)等项目。在送检的132批次样
品中，不合格样品9批次。

不合格样品中，部分检出了羊
肉中混入了其他动物源成分，不
过，目前不合格批次的相关生产厂
家提出了复检，具体结果将待复检
核实之后进行公布。

济南市食药监局执法人员表示，
基因检测非常敏感，比如厂家切羊肉
的案板、绞肉机、刀具等残留鸭肉末
未清洗干净，即使微量成分也能检测
出来，但比例含量难以检出。

羊肉中竟检出了
其他动物源成分
食药监部门开展专项检查，

发现厂家问题不少

燃燃烧烧垃垃圾圾堆堆爆爆炸炸崩崩到到女女孩孩脸脸
孩子脸部烧伤较严重，正在医院观察治疗

路路灯灯坏坏了了让让人人修修，，对对方方却却给给拔拔了了
路灯管理部门：路灯已无法使用，拔除路灯无可厚非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郑帅 实习生 孙萌阳）

2月27日下午，市中区十六
里河镇吴家庄村一名7岁女孩
在路边燃烧的垃圾堆附近玩
耍时，垃圾堆里突然有不明物
体发生轻微爆炸，燃烧物崩到
女孩的头部、脸部，致使女孩
的脸部烧伤。

据女孩的奶奶称，事故发
生在27日下午5时30分左右，7
岁的孙女正和同村的两个孩
子在外边玩，附近正好有垃圾

在燃烧，不料却发生了意外。
“当时我正在家里做饭，

孩子跟同村的小孩在外面玩。
西边有一堆过年剩下的垃圾
在烧，孩子就在附近玩，不知
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炸了，把一
些点着的东西崩到了孩子的
脸上，孩子的头发也着了。”孩
子的奶奶说。

路过的村民看到后，赶紧
把孩子头上的火弄灭，并告诉
她赶紧回家找大人。“她回来
以后就跟我说了，我看她脸上

有很多灰，而且红一道白一道
的，头发也被烧掉了一块，就
赶紧给她洗了脸，带她去了村
里的诊所。孩子很坚强，也没
哭，就说觉得脸上发热。到了诊
所后，医生说烧得很严重，让我
们赶紧去大医院。去医院的路
上孩子一直吵着脸上热，而且
起了很多疱。医生说这些疱问
题不大，只是担心额头有块地
方比较严重。”说到这里，孩子
的奶奶心疼地哭了起来。

28日中午，记者来到山东

省立医院总院五楼烧伤科病
房，孩子的情绪已经稳定，正
在病床上睡觉，孩子的父母也
在病房里照顾孩子。对于孩子
的遭遇，父母都很心疼，担心
孩子的脸上会留下疤痕。孩子
的父亲称，孩子的脸部烧伤比
较严重，起了一些红疹，目前
医院已经进行了处理，具体伤
势还得进一步观察治疗。

对于垃圾中的爆炸物，孩
子的父亲称并不清楚到底是
什么，目前他们已经报警。

两摊贩抢占摊位起冲突酿血案

卖卖烧烧饼饼的的持持刀刀捅捅死死卖卖炒炒货货的的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杜洪雷） 2月28日上午8时
许，在遥墙商业街上摆摊的两
个摊贩因为抢占摊位发生冲
突，其中卖烧饼的摊贩李某持
刀将卖炒货的摊贩姚某捅伤
致死。目前，嫌犯李某已投案
自首。

28日上午8时15分许，历城
区遥墙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遥
墙商业街上有人被砍伤。接到报
警后，民警迅速出警到达现场，

发现在遥墙商业街北侧有一男
子躺在马路边，胸部有鲜血，现
场还有刀具等物品。民警一边控
制现场，一边及时拨打120急救
电话，对伤者进行救治。

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后，确认伤者已经死亡。案件
发生后，历城公安分局非常重
视，分局刑警大队和遥墙派出
所组成专案组迅速展开工作。
经过初步调查，死者姚某，男，
28岁，江苏徐州人，是商业街

上姚记炒货店的老板。
现场，姚某的母亲坐在地

上双手抱着已经死去的姚某
捶胸顿足，而姚某的父亲也在
争执中被刺伤。伤害致死案件
的嫌疑人是李某，男，27岁，遥
墙人，在商业街上卖烧饼。28
日上午，嫌疑人李某与受害人
姚某因为摊位发生争执，结果
李某持刀将姚某捅伤致死，并
且逃离现场。

在确定嫌疑人李某的身份

后，专案组民警开始围绕着李
某的逃跑踪迹展开侦查。上午
11时许，李某迫于公安机关强
大的压力和亲属的劝说，主动
到遥墙派出所投案自首。经审
讯，李某如实供述了其与受害
人因为抢占摊位发生争执后，
用尖刀将姚某捅伤致死，并将
姚某父亲用刀砍伤的事实。

目前，嫌犯李某已经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田丽怡 陈瑛

化纤小区内广场上的
三个路灯最近“不翼而飞”，
这让晚上锻炼的小区居民
有点心烦。小区居民介绍，
路灯本来坏了，他们联系路
灯部门来修，没想到人没
来，路灯也直接“没有了”。
记者从路灯管理处获悉，路
灯产权属于路灯管理处，路
灯已经无法使用，拔除路灯
并不违规。

化纤小区操场上被拔除
的路灯遗留的线头。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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