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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土土裸裸露露雨雨天天积积水水
居居民民呼呼吁吁快快整整修修

康瑞小区物业：部分问题为历史遗留问题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慧

绿化带内杂草丛生
部分土地裸露

“我是2005年左右在康
瑞小区买的房子，当时开发
商交房比较仓促，小区内的
绿化带还没有得到完善。”业
主陈先生说，之后很长时间
内，他们小区除了路边的月
季外，其余绿化带都处于土
地裸露状态，“随后有很多业
主便在裸露的绿化带内种起
了蔬菜。”

据陈先生介绍，创卫期
间相关部门对小区内的“私
家菜园”进行了清理，还原了
土地原有的面貌，之后再没
有人对绿化带进行整理、种
植，只能任其自由发展，目前
的绿化带俨然成了业主们的
免费停车场。

“虽然我们在小区绿化带
内种菜的做法是不对，但那时
小区内最起码是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的景象。”业主陈先生
说，现如今的绿化带内杂草丛
生、垃圾遍地，“晴天小区是尘
土漫天飞，下雨路面则是泥泞
不堪，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
活和健康”。

雨天积水深达30厘米
一脚踩下去全是泥水

25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
来到康瑞小区，沿着道路进入
小区，首先看到的是放置在绿化
带上的各式车辆。整个小区内除
道路旁种植的月季外，其余绿化
带均处于裸露状态。部分土地上
虽然长满了杂草，但却无人进行
修理，甚至有人将各种杂物堆放
在杂草之上。在裸露土地的坑洼
处还能看出因下雨积水后，路面
泥泞不堪的痕迹。

“我们小区除了绿化带不完
善以外，排水管道也不畅通，康
瑞小区本身地势低洼，若排水不
畅很容易造成积水。”业主刘女
士说，前段时间下大雨，小区内
积水最深处可达30厘米，“及时
排水后，坑洼处仍积水20厘米左
右，一脚踩下去全是泥水，当时
我们真的是有家不能回呀。”

另外，该小区部分道路路
面破损严重，对业主们出行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为解决小
区内绿化不完善、排水不畅
等问题，业主们多次联系物
业未果，“我们花了半辈子的
积蓄购置楼房，就是想提升自
己的生活质量。”刘女士说，但
面对这种晴天有土、雨天有泥

的生活，他们实在是得不到所
谓的幸福感。

物业回应
排水不畅已解决
路面破损已上报

据雅居园物业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期有很多业主反
映，康瑞小区内排水管道不畅，
致使雨天积水严重，为此物业
工作人员积极与济阳县市政园
林局进行沟通，目前该小区排
水管道已与本县市政管道进行
对接，排水不畅问题已解决。

“对于小区内绿化带不完
善，这是开发商遗留问题，多年
前小区在开发时配套设施就不
完善，相关部门也曾出面协调，
但一直没有顺利解决，”工作人
员说，该小区若想完善绿化带，
需要修葺花池、购买花草树木
等，花费确实不在小数，“这种
情况已经超出了物业的能力范
围，我们只能逐级反映，等待各
单位回复”。

另外，康瑞小区修建时间
较早，路面由于年久失修现已
出现坑洼现象，严重影响了居
民的日常出行，“我们已将小区
内破损路面面积上报社区，很
快就能解决路面破损的问题。”
工作人员说。

济济阳阳县县水水环环境境质质量量
上上半半年年考考核核全全市市第第一一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刘
慧 通讯员 崔泽黎） 今年
以来，济阳县环保局持续巩固
提升“治水”成果，全面落实“水
十条”，并联合县水务局对太
平、沟杨水源地进行环境问题
调查，加快加油站地下油罐改
造工作等。据了解，济阳县水环
境质量在上半年全市考核中荣
获第一名的好成绩。

今年3月份，环保局对“水
十条”重点项目相关单位工作
完成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要求
企业加快工作进度，按时完成
治理任务；对济阳县承担的《济
南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落实情况进行半月一调
度，对济南市流域控制单元重
点工程项目清单完成情况进行
一月一汇总。

济阳县环保局还联合县水
务局对太平、沟杨水源地进行
环境问题调查，督促太平街道、
回河街道对发现的违规项目进
行整治；配合县水务局对稍门
平原水库饮用水源地一级水源
地保护区、商河清源湖水库济
阳段内违规建设项目、界标、宣
传栏以及县级以上公路桥梁应
急导流槽设置情况进行排查。

为防止加油站油罐污染地
下水，所有加油站地下油罐改

造为双层罐，截至6月，济阳县
已完成24家加油站改造任务，
预计9月底完成所有加油站地
下油罐改造验收备案工作。

另外，对大寺河排污口进
行巡查，环保局还需配合县水
务局对排污口进行整治，加快
推进正在施工的大寺河下游官
庄闸以北清淤工程，同时对大
寺河水质定期进行监测，并邀
请北京碧水源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人员对污水围城问题进行调
研，制定截污治污工作计划，初
步解决了污水围城现象，基本
杜绝了生活污水直接流入大寺
河的现象。

本报7月26日讯（通讯员
姚福杰 记者 刘慧） 近

日，国家税务总局济阳县税务
局举行挂牌仪式，标志着原济
阳县国家税务局、原济阳县地
方税务局正式合并。国家税务
总局济南市税务局联合党委
委员、副局长牟新，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高继锋为国家税
务总局济阳县税务局揭牌。

新机构成立后，纳税人可
以在综合性办税服务厅、网上
办税系统统一办理所有税收
业务，享受“一厅通办”“一网
通办”等优质服务，12366纳税
服务热线同步实现涉税业务

“一键咨询”。县乡级税务机构
的正式合并，将进一步降低征
纳成本，理顺职责关系，提高
征管效率，为纳税人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

为最大限度方便纳税人，

进一步优化税务营商环境，济
阳县税务局调整工作时间，办
税服务厅提前半小时办理业
务，中午安排专人值守，纳税
人可自助办税，先行取号。

工作人员将持续做好延
时服务，确保所有取号纳税人
业务当天办理完毕；还将实行
局领导和科室主任带班制度，
每天安排一名局领导和科室
主任在办税服务厅值班，现场
为纳税人答疑解惑。

同时，升级硬件软件配
置，在厅内设立“纳税人之
家”，提供手机充电、无线
WIFI、饮用水、空调等设备，
为纳税人提供舒适等候环境。
增配外网电脑、打印机等设
备，安排专门人员，帮助纳税
人进行网上办税、报表填写。
设立24小时发票认证设备，给
纳税人提供便利。

济济阳阳国国税税地地税税正正式式合合并并
国家税务总局济阳县税务局挂牌成立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刘慧） 近日，县委宣传部、县
文明办联合济北口腔医院来到

“轮椅男孩”赵守杰家中开展救
助慰问献爱心活动，为这个家庭
带去了面粉、食油等生活用品。
另外，济北口腔医院还为赵守杰
捐赠了1000元善款，希望能为他
今后的学习提供一些帮助。

据了解，赵守杰已被济南
中医药大学录取，慰问人员首
先对他表示了祝贺，随后与他
就身体不便、求学等历程进行
了亲密交谈。赵守杰不畏困

难，坚持求学的宝贵精神令人
钦佩，济北口腔医院负责人当
即做出郑重承诺：赵守杰同学
毕业后，如有意向，医院将优
先为他提供工作，待遇从优。

近年来，济北口腔医院一
直秉持“源于社会，感恩社会，
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宗旨，
积极参与济阳县的公益事业，
此次慰问活动只是近期公益
活动的一部分。接下来，济北
口腔医院将继续开展更多的
帮扶活动，帮助社会更多的弱
势群体走向光明。

济北口腔医院开展救助慰问献爱心活动

为为““轮轮椅椅男男孩孩””捐捐千千元元善善款款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崔泽黎） 今
年以来，济阳县环保局紧紧围
绕“打赢蓝天保卫战”要求，多
措并举，使得上半年济阳县空
气质量较去年有明显改善，其
中优良以上天数81天，同比增
加33天，重污染天数8天，同比
减少9天。

据了解，扬尘污染防治一
直是制约济阳空气质量改善
的关键因素，为此济阳县建立
了网格化监管体系，定期对网
格区域开展督导检查，并对城
区所有建筑工程项目安装了
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系统，构
建了24小时不下班的“监控

网”。还委托第三方人员对城
区每天进行不间断巡查，发现
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落实不
到位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通
报批评和经济处罚，自5月24
日开展夜查以来，共检查工业
企业180家次，发现问题55个，
处罚10次。

另外，济阳县还开展了重
点工业行业污染防治，实施特
别排放限值，使保留的燃煤锅
炉全部能够达到超低排放标
准要求，并制订了《涉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排污单位名录》，
覆盖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
装印刷、合成材料、纺织印染
等重点行业。

上上半半年年气气质质优优良良以以上上8811天天
同比增加33天

近日，家住康瑞小
区的业主给本报“有事
您说”打来电话反映，
该小区由于地势低洼、
排水不畅，雨后积水严
重影响了居民通行；另
外，该小区绿化带多年
来都没有得到完善，部
分道路还存在坑洼现
象，希望相关部门能协
调解决。据雅居园物业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小区排水管道目前
已与县市政管道对接，
排水不畅问题已解决，
至于小区绿化为历史
遗留问题，暂时还不能
妥善解决。

裸露

的绿化带

成了小区

居民的停

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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