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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泥泥管管厂厂仨仨月月迁迁完完，，中中海海学学校校加加速速
浆水泉景区内无证经营酒店已被查封

二环西路南延

高架23日开工
地面一期4月底前完工撤场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王皇
实习生 田黎明） 二环西路

高架南延腊山分洪道至簸箕山南
路段将在23日零时开始半封闭施
工。二环西路南延地面道路3年前
已开工，不过通车时间却延期了
两年。21日记者探访看到，二环西
路南延地面道路部分路段还未铺
设沥青。

21日，记者在二环南路腊山
立交桥以南的路段看到，部分路
面已完成沥青铺设，有些路面还
在铺设沙土。二环南路南延的路
面，东西车道、南北路段划分成块
施工。

二环南路腊山立交桥到省建
筑机械厂路段可正常通车，围挡
之外留了双向两车道通行，不过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车道并没有
明确的区分，部分路段需要混行。

快车道区域多数拆迁已经完
成。周边住户说，二环西路工程从
2013年就开始了，中间的拆迁工
作做了四次，路面逐渐拓宽。

二环西路项目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二环西路南延道路一期工
程自腊山立交桥至现状二环南
路，长4 . 5公里，目前地下管线已
完成88%，道路结构中面层已完
成82%。已贯通单侧快车道，地面
施工单位可以给高架施工单位提
供2 . 8公里工作面，剩余410米快
车道、1170米慢车道正进行地下
管线及道路结构层施工。

二期工程自现状二环南路至
凤凰山，长3 . 3公里，已进场施工2

公里，路床开挖完成约1公里，完
成雨水箱涵两座，正在进行土石
方、雨污水施工。三期工程自凤凰
山至南绕城高速，长2 . 4公里，目
前地面道路设计方案已完成，高
压电力架空迁改落缆工作已展
开，正在组织施工单位招标。

“预计到4月底前，一期工程
地面将完工交由高架施工，管线
施工完成，中层沥青完成。高架进
场后，保证双向四车道通行。高架
完成后，地面会铺设最后一层沥
青，路沿石、路灯等配套会陆续完
工，最终地面会有双向八车道。”
项目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井井盖盖下下沉沉坑坑车车，，投投诉诉半半年年未未见见修修
路灯管理处加固后叫屈：标识有误，井盖不是我们的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田黎明

井盖“坑车”半年

只见投诉不见修

去年11月，市民朱女士搬到
了历下区龙鼎大道附近一小区。
每天开车从龙鼎大道左转到规划
路回家时，都会被信号灯前的一
个井盖颠一下。“下沉得很厉害，
而且躲也躲不开，每次开车过那
里都提心吊胆。”朱女士17日说，
自己去年11月时就向有关部门反
映过，但一直不见人来修。

17日，记者在龙鼎大道往南
第二个规划路口看到，道路中间
绿化带旁的左转车道上，紧挨人
行横道的位置，一个方形的井盖
下沉。站在远处，只看到前方路
面凹陷，看不到有井盖。走近看，
井盖下沉约5厘米。井盖上写着

“路灯”字样。
记者看到，车辆驶过都会

颠一下，发出咣当声，井盖在左
转位置，左转车辆很难避开。一
位经常走这里的车主说，“这个
坑已经很长时间了，开车很不
安全。这边还经常有大车，越不
修就越会下沉。”

路灯管理处叫屈:

井盖不是我们的

历下区市政局工作人员
说，去年9月时就接到过这个井
盖的投诉。但路灯井盖的产权
单位是济南市路灯管理处，不
属于市政局的维修范围，当时
把情况转给了济南市路灯处。

18日，济南市路灯管理处
相关负责人派人现场查看了这
个井盖。“打开井盖，里面没有
路灯设施，只有交警信号设施。
这个井盖的产权单位应该属于
交警部门，而不是路灯管理
处。”该负责人说，虽然井盖上
写着“路灯”，但实际上是个信
号灯井盖。

该负责人说，此前确实接到

过这个井盖的投诉工单，但现场
检查发现不是路灯井盖，想向投
诉人反馈，但没有联系上。他们
也没有与交警部门联系。

他说，类似的情况不少。
“井盖上写了路灯，市民和单位
都会认为是我们路灯管理处负
责维护。可实际上，由于路灯和
交警设施经常共用井盖，有时是
双方都有管线，有时只有路灯或
只有信号灯设施。有的路信号灯
就写‘交警’或‘信号灯’，但有的
路只写了‘路灯’。”该负责人说，
遇到非路灯井盖写着“路灯”，路
灯管理处也挺头疼。

18日，济南市路灯管理处
工作人员现场对这个下沉半年
多的井盖进行了加固提升。不
过，上述负责人说，井盖里没有
路灯设施的“路灯”井盖，路灯
处并没有维修责任。

交警部门回应：

未接到投诉，未移交

记者搜索此前公布的济南
市内井盖主要产权单位及联系
方式文件时，没有找到交警部
门对应的联系电话。记者联系
上了济南市交警大队信号研究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交警部门
也会对属于他们产权的井盖进
行维护。不过，并未接到记者所
说的龙鼎大道上井盖的投诉。

该负责人介绍，交警信号
灯和路灯井盖确实存在交叉的
地方，对已经办理了道路移交
手续，信号设施移交给了交警
部门的道路，有一个约定的处
理方式。而没有移交的，就应该
由道路建设方负责维护。

“路段上的一般由路灯处
负责维护，路口的交警部门来
维护。一般通过市民热线投诉
后，属于交警部门的就会派到
交警这儿来。如果不属于路灯
管理处，会退回转派。”该负责
人说，道路移交手续近两年才
比较规范，而龙鼎大道的信号
设施还未正式移交。

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赖星

浆水泉景区

无证经营酒店被查封

21日上午，历下区召开专题会
议，对电视问政节目反映的问题进
行全面部署。历下区将这些问题按
照暗访短片、现场提问、网络反映、
12345投诉和12345不满意录音进行
一一梳理，十余个问题全都明确分
管区长，确定牵头和配合部门，按照
立即行动、举一反三和长效管理三
个原则落实处理。

会上，明确要求对明府城文
物保护等工作确定好时间表，按
照时间节点尽快推进。区政府督
查室实施跟踪督查，确保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

会上，历下区还提出加快问
题处理速度，对节目中提出的问
题，力争从根源上解决；把工作放
在平时，建立回访制度，完善长效
机制；做好问题反馈。

会后，由历下区分管副区长
带队，区市场监管局、区食药监
局、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联合对浆
水泉风景区酒店无证经营问题进
行了现场检查和处置。检查发现，
风景区内共有餐饮单位8家，其中
3家已不再从事经营活动，剩余5
家中有3家证照不全，现场对其经
营场所进行了查封，待手续齐全
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中海社区水泥管厂

争取3个月迁完

“出现的问题能改的要迅速
改，暂时协调不了的要拿出方案，
按时间节点进行推进。”21日，在
工作会议上，市中区区长王勤光
表示要对电视问政提出的问题迅
速反应，采取措施。

20日下午，就大涧沟村的垃
圾问题，王勤光和相关工作人员
来到现场，当地村民已形成清洁
小分队，办事处人员承诺尽快规
划垃圾场。该处垃圾已清理完毕，
21日完成废弃砖坑的平整工作，

并垒砌院墙安装大门，从源头上
解决乱倒现象。

王勤光一行还就中海国际社区
业主子女无法上学问题，来到占据
学校位置的水泥管厂查看。王勤光
表示：“要保障学校建设的正常施
工，抓紧和业户谈，签订拆迁协议，
争取3个月之内全部迁完。”对此，七
贤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潘建军
说，在一个月内签订协议，3个月之
内全部迁完。

20日下午，在井家沟加盖违章
建筑现场，由城管部门盯靠，市中区
已经就超出面积进行拆除，钢架结
构负责人表态一周拆完。

20日晚，就市民反映的二环
南路、二环西路有渣土车撒漏行
为，市中区交警大队联合交通局
和渣土办进行联合执法，对辖区
内的渣土运输车辆进行突击检
查。

记者了解到，电视问政中反
映市中区的15个具体问题，目前8
个已解决，6个年内解决，剩余1个
关于金鸡岭、太阳树小区周边改
造的问题列入明年改造计划。

21日，历下区、
市中区针对20日电
视问政中提出的问
题召开会议，立即
采取措施，现场查

看整改。历下区查处了浆水泉景区无证经营酒店，市中区
对二环南路、二环西路渣土车撒漏进行夜间突击检查。

今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的
《济南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
规定，在城市道路上设置井
盖设施的，应当标明产权单
位和维护管理单位。依附于
城市道路的检查井盖等公共

设施，应当设置明显标识；出
现丢失、损坏的，设施产权单
位应当在发现或者接到故障
报告后，立即到达现场查看
情况，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
及时组织修复。对因巡查、维

护不到位，导致井盖设施丢
失、损毁，造成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的市政设施维护管理
单位、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则会追
责。

在龙鼎大道与规划路的交叉口一处信号灯旁，市民
反映，一个标识为路灯的井盖下沉严重，已有半年多，直
到记者采访时，才由济南市路灯管理处提升加固。

不过，路灯管理处也很委屈，这个井盖虽然写着“路
灯”字样，却是信号灯井盖，不应该由他们维修。这样“名
实不符”的井盖令市民和维护单位都很头疼。

新市政条例要求

井盖标明产权单位

相关链接

电视问政现场。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龙鼎大道上井盖下沉严重。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泉城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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