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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问政

““遛遛狗狗不不拴拴绳绳””居居不不文文明明行行为为之之首首
济南下月将迎文明城市复评 城乡接合部、“三高”沿线是整治重点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城乡接合部
是城市治理难点

文明城市挂牌对于济南的文明城市建设
来说，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
将成效长期保持下去。目前，济南的城市中还
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城市的文明程度。

在问政短片中就反映了后龙窝庄、东西十
六里河等城中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宅基地进
行加盖，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还有加盖一半停
工的情况。还有一些空中蜘蛛网等，也影响了
区域的安全和形象。此外，乱停车、脏乱差等，
也都是城中村的顽疾。

“三高”沿线是人们进入济南的通道，也影
响着济南给人的第一印象。而目前，违章建筑、
渣土山等影响城市形象的地方仍然存在。

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济南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文明办主任周鸿雁表示，在去年成功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以及持续进行拆违拆临、建绿透
绿之后，济南的整个城市环境得到了很大提升。
但是像城乡接合部、“三高”沿线，一直是文明城
市测评的一个重点，也是城市治理的难点。

周鸿雁表示，中央文明办的文明城市测评
体系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和要求，要求文明城市
从城市文明向全域文明转变，“也就是说今后
中央文明办的测评，不再局限于城市、城区，而
是包括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在内的所有的环境
都要检测。”

“城中村、‘三高’沿线都是上级中央文明
办监测的重点，也是很容易失分的地方。”周鸿
雁表示，济南今年马上就要迎接文明城市的复
评。“中央文明办12月中旬就要来到济南，大
约12月10日就会对济南开展复评。我们下一
步也要把城乡接合部、‘三高’沿线作为整治的
重点，确保今年能够尽量做到不失分。”

将立法治不文明行为
条例或明年2月实施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风景，市民是城市的主
人，市民的文明行为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

度。在问政现场，曝光了一些市民遛狗不拴绳、
不清理宠物粪便、公共场所吸烟、闯红灯、公园
里拿着竹竿敲打树木获取果实等不文明行为。

其中，遛狗不拴绳，位列济南市民最讨厌
的十大不文明行为之首。电视问政的视频中显
示，在玉函小区北路，有不少遛狗的市民不拴
狗绳，马路上存在着大量的犬类粪便，一不小
心就会踩一脚。

存在这样现象的道路，在济南并不少见。济
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居民
养狗不拴狗绳，遛狗不带小铲子、卫生纸，随意大
小便等行为，济南公安机关在全市开展养犬稽查
的同时，还在各个小区张贴文明纸。看到类似的
不文明养犬行为，第一次会进行警告，第二次将
进行处罚。问政短片中反映的玉函小区北路附近
的不文明行为，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
改观。上述负责人表示，直播之后将会同济南市
中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对玉函小区北路进行集中
整治，对不文明养犬行为进行处罚。

“这些镜头暴露了我们市民文明素质的提
升还有很大空间。”济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文明办主任周鸿雁说，“我们一直在思考，后创
城时代如何建立长效机制，我认为一个城市的
文明程度就取决于市民的文明素质。”周鸿雁
表示，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这是最可靠、最有
保障的长效机制。所以现在要加大宣传力度，
必要的时候要给予曝光。同时，现在济南还依
托志愿者队伍，建立巡查制度，维护城市文明。

此外，针对促进文明行为，济南正在推动
立法。“这个立法现在进展非常顺利，我们和人
大一起，从去年开始就启动了济南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的立法工作，应该说顺利的话，我们
今年年底能完成，明年2月1日正式实施，就是
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制止不文明行为。”

周鸿雁表示，立法过程吸取了市民的意
见，去年通过媒体向社会征集市民反映的十大
不文明行为，济南有30万人参与，济南也从30
万市民对我们反馈的意见里边，提炼了十大不
文明行为。“遛狗不拴绳，这是排在市民最讨厌
的不文明行为之首，公共场所吸烟排第四位，
其他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闯红灯等都在我们
的立法范围考虑之内。昨天我们还和人大的有
关部门进行最后的座谈讨论，我们建议要加大
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力度。”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整治17座渣土山
释放2500亩土地

济南市民刘先生近日反映，二环南
路通往济青高速南线的扁石山山脚下，
有一座体量很大的渣土堆，紧邻二环南
路东延快速路城市出入口，车辆来往频
繁，影响城市美观。

怎么让这些渣土堆变美一些？济南
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局长王国富在问政
现场表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今年有一项工作就是二环东南延长线周
边山体，以及龙奥文博片区的周围山体
要进行绿化提升。但是在提升的过程中
发现，渣土山的问题是最大的拦路虎，如
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绿化提升的工作就
做不实、做不到位。

目前，济南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已

经针对17座渣土山，进行测量勘察、规划
设计，而且是修坡整形，修路，在这个基
础上栽植乔木、柏木，把绿化效果和周边
的山体融合在一起。

目前17座渣土山大部分已经完成了
稳定、整型、绿化，同时通过整形以后，释
放出2500亩地。市民反映的历下区扁石
山属于时间比较短的，这个渣土山占地
80多亩，有30多万方，高差65米。从4月
份开始整形，10月份栽植树木，计划12月
底全部完工。

“半拉子”厂房停工多年
应拆未拆该追责

在胶济铁路与凤凰路交叉口东北
侧，也属于“三高”沿线。在这里，两栋大
型的钢结构厂房矗立在铁路旁，目前处
于停工状态，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问政
人员了解到，这两个钢结构厂房都是用
作汽车4S店经营。据工作人员讲，正在施

工的厂房只有土地证。
在这两栋4S店厂房的东侧，还有三

座大型的钢结构厂房，不过这三处钢结
构厂房变成了“半拉子工程”。整个工地
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工地负责人说，这
些建筑占地面积足有上万平方米，已经
停工了两三年的时间，到底是拆还是继
续建设，至今也没有一个结果。

济南市城管局局长吕灿华表示，“三
高”沿线整治是城市十大提升工程的组
成部分，去年以来加大了对“三高”沿线
的整治，特别是对高速铁路两侧违建的
整治，当时要求高速铁路两侧的违建在
一定区域内要全部拆除。

同时，吕灿华表示，对于短片中反映
的厂房和钢结构是不是在范围之内他并
不清楚，如果是在范围之内，现在没拆是
非常不应该的。市局拆违办要跟踪，所在
区要认真进行整改到位。如果是在“三
高”沿线范围内有这种违建，当拆未拆，
建议市纪委介入追责。

“三高”沿线渣土山整形后将进行绿化

1177座座渣渣土土山山下下月月底底整整治治完完
“三高”沿线环境综合治理，是济南市委、市政府为巩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所开展的“十大行动”之一。在经过诸多努努

力之后，“三高”沿线形象已经有较大提升，但是渣土山、违章建筑等，却依然影响着“三高”沿线的形象。

泄泄洪洪沟沟里里
污污水水淤淤泥泥遍遍布布
文明城市创建不能留死角

本报记者 刘雅菲

18日上午的电视问政现场直
播连线了在济南后龙窝庄的记者。
记者在现场介绍，有一条泄洪沟被
居民称为后龙沟，这条泄洪沟从南
边文庄开始，一直向北侧流淌，距
离非常长，一直往北经过经十路，
最终流到兴济河。通过镜头看到，
这条泄洪沟里的情况以及两边的
环境令人担忧。河沟内存了很多污
水以及淤泥，还长了很多杂草。据
记者目测，这个杂草的高度有七八
十厘米。

在河沟的两侧紧靠着河的栏
杆，有很多小摊贩正在做生意，有
杀鸡的、卖鱼的，这些小摊贩直接
把所产生的污水倒入泄洪沟中。还
有很多居民把一些不用的废旧电
器直接堆放到河道两边，两边也停
了很多私家车，使得本来就不宽敞
的地方通行能力变得更加困难。长
此以往下去，这个泄洪沟能否发挥
它原本的作用呢？

并且，在泄洪沟的位置往东不
到200米的距离就是交通主干道济
微路，两边是车水马龙，商业繁华，
而且还有济南大学，这里显然成为
一个创城的死角。

济南市环保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翟立哲在现场表示，这说明监管
中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下一步配
合水务、城管等部门加大管理力
度，做好相关工作下线之后和有关
部门进行衔接，拿出一个方案。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排水处相
关负责人则表示，后龙窝村泄洪沟
的确是市中区的一个比较大的上
游排水通道。结合文庄整治，后龙
窝村下一步按照规划逐步拓宽改
造，有这个计划。具体由市中区结
合文庄片区改造和河长制这一块，
一块共同推进。

济南市市中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条河流既然叫做泄洪沟，它
就是季节性河流，不会常年储水。
河道内有杂草是正常现象，也是允
许的，它起到生态净化的作用。河
里有保洁员正在进行保洁，市中区
政府也对全区的河道进行全方位
的管理。之所以它还存在局部少量
的臭水，有两个原因造成，一个是
雨季存入了少量的水，长时间有一
些异味，正好通过杂草能除去异
味。二是有居民倾倒生活污水，下
线之后将对周边居民进行教育，采
取防护措施，教育村民不要随意往
里倾倒，下一步将对周边沿岸进行
治理，减少对河道的污染。

小小区区供供热热锅锅炉炉拆拆了了，，政政府府承承诺诺的的差差价价咋咋还还没没补补？？

本报11月18日讯（记者 刘雅菲） 18日
的电视问政中，一位来自济南南外环 7567号
的居民反映，2016年市中区环保局把小区内
的供热锅炉拆了，用来自济南大学的热源来
供热。当时市中区环保局以红头文件公函的
方式承诺，承担在介入市政供热管网之前的
所有差额补偿。可是到了今年，承诺的补贴却
迟迟没到位。

在问政现场，该市民表示，今年供热已
经开始了，小区现在还没供暖，因为根据去

年的用气量算，小区居民需要承担每平方 43
块钱的供热价。但是这与正常的市政价格差
距太大，“所以我们多次找市中区环保局来
协调这个事，但是市中区环保局以各种理由
拒绝兑现当初的承诺。经过我们多方努力，
市中区环保局最终以口头的方式答应给我
们部分差额补偿，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实现，
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供暖，还在挨冻。”

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济南市市中区环
保局负责人表示，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曾经

在会上集体研究过，这一小区燃煤锅炉拆除
后，引入的是济南大学的供热，当时上了政府
常务会，市中区财政给他拨了一部分差价。

“今年我们积极与财政局沟通，争取这部分补
贴。因为我们作为环保局，没有这部分经
费。”该负责人表示，另一方面，区环保局也
在积极和腊山热源厂沟通，争取明年把这个
小区的居民纳入腊山热源厂的供暖。“同时，
我们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12月底之前把经
费到位。”

拆拆违违最最后后期期限限已已过过半半月月，，台台账账中中的的违违建建咋咋还还没没拆拆？？

本报 1 1月 1 8日讯（记者 刘雅菲） 在
1 8日上午的电视问政现场，一位来自槐荫
区营市东街 4 2号楼的居民反映，他们楼下
的公共停车棚被居民抢占用于私用，影响
居民生活。居委会和办事处两次张贴拆违
公告，这些违建也于今年 8月份被列入拆违
台账，公布的拆除日期是 10月 31日之前。但
不知道什么原因，到现在一直没有拆除。

对此，济南市城管局局长吕灿华表示，对居
民个人的小储藏间，要分门别类地进行认证。

“老旧小区一般没有地下室，很多老旧小区的居
民楼前都有一排储藏室。我们现在是这样把握，
如果这些储藏室是盖楼时开发商一并给老百姓
盖的，分给大家的，尽管没有手续，考虑到居民
个人的使用，我们也不去拆。”

但是，如果当时房子盖完之后，在公共的绿

地、停车场上，居民个人没有经过批准，自行建
立的要坚决拆掉。

此外，有一些房子在盖的时候没有盖储藏
室，但是后来这个楼上的好多居民通过民主协
商或者投票等等，共同提出来盖一些储藏室，而
且用作储藏室的，“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居民生
活，我们也不拆。”因此，对于市民反映的情况将
进行甄别，如果是个人盖的，将给予拆除。

去年11月，济南“全国文明城市”挂牌，至今马上就要满一周年。(资料片)

后创城时代建立长效机制，济南将依托志愿者队伍，维护城市文明。(资料片)

近日，重汽宿舍楼前的私搭乱建被拆除，创建文明城市拆违拆临将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张晓燕 摄

济南“全国文明城市”挂牌马上就要满一周年。18日上午，济南“直面问题·践行承诺”电视问政进行了
新一期的直播，关注后创城时代的城市提升。记者了解到，12月济南将迎来文明城市的复评，济南文明城市
的建设也将由城市文明向全域文明转变。

葛问政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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