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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警重点整治的火车北站出口

处， 被拦下的电动车除了违规安装遮阳

伞、 载货搭人等， 绝大多数有一个共同

点：没有按规定上牌照。“电动车还要上

牌照啊？！”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对此

也一无所知。

交警点评：

根据交警介绍，只要符合

整车重量不超过40公斤， 最高时速超过

20公里/小时， 轮胎宽度大于54毫米，并

安装有脚踏的电动自行车，拿着身份证、

车辆发票、 车辆合格证明就能到交管部

门办理相关牌照， 正规销售电动自行车

的商店也可以代办牌照。也就是说，只要

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合格车辆， 都是可以

办理牌照的。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实习生 朱西西

摄影记者 鲍泰良

对于李大爷的诉求，接访领导赵小维指

示“请金牛区政府调查处理，并报结果。”李

大爷的诉求主要包括面馆停止通宵营业，油

烟排放整改和噪音长期扰民三项。金牛区政

府迅速将市信访局的交办函转给了金牛区

九里堤街道办事处、 金牛区城管执法大队、

金牛区工商局、金牛区食药监局和金牛区环

保局五家职能单位。

29日上午，五家职能单位相关负责人和

两家面馆的老板、李大爷坐在了一起，就此

事展开会商。“由街办牵头， 为举报和被举

报双方搭建沟通平台， 这还是头一遭。”九

里堤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帆说。

其实今年5月，相关部门就上门监测过两

家面馆的厨房风机和换气扇的噪声污染问

题。报告显示，“老徐记家常面”在夜间的特

测噪声达到了53.7分贝，比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的略高。今日，他们还将对老徐记家

常面的噪音污染问题再次上门监测，“如果噪

声仍然超标，我们就会下达整改决定书，整改

后如果噪音仍然超标，我们就会进行处罚。”

金牛区九里堤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中

队队长李新成说，举报人李大爷和面店老板

一个有合理诉求， 另一边也存在实际困难。

希望10天的整改能让举报人满意，也算职能

部门人性化执法的一次有益尝试。

都江堰、成都水旱轮作系统

或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游之）

昨日，省

农业厅举行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通报会，

记者从通报会上获悉，都江堰2000多年历

史的灌溉体系和成都平原的水旱轮作系

统有望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据省农业厅通报，在粮食生产方面，

我省小春粮油已实现了“粮稳油增”，大

春作物苗情长势好于上年， 有望实现

“七连增”。

记者昨日从成华区获悉， 该区将投入

3000余万元，对长约3公里的成华大道龙潭段

实施路面改造， 提高龙潭片区通行能力。目

前路面改造工程已完成立项和施工设计，预

计9月正式动工，力争年底前完工。据了解，改

造完成后，该路段通行能力将提高一倍。

破损路面约3公里 需动“大手术”

昨日上午，记者从十里店沿新成华大道

往龙潭方向行驶，经过三环路龙潭立交便发

现路面明显不平，坑坑洼洼的，不少坑的直

径超过1米， 有的大坑凹陷处足有2米宽。马

路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车辆经过，扬起的灰尘

四处弥漫。

成华区交通和市政局公路所副所长刘

磊告诉记者，这些年虽然经过几次修补，但

因为该路段是连接成金青快速通道的要

道，来往车辆较多，特别是夜间大挂车频繁

经过，路面刚修好没多久便又坏了，严重影

响了沿线居民的出行，必须要动“大手术”

才能解决问题。

9月开始施工 年内完成改造

成华区交通和市政局局长平原告诉记

者，在多方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

整治设计方案，目前已通过工程立项和施工

图设计，进入可研批复阶段，预计8月底进行

工程招投标，9月正式动工改造，并力争在年

内完成施工改造。

此次整治的范围是从物流大道口一直

向东，横跨三环路后到龙潭街道北湖印象小

区路口，总长度约3公里，预计工程投资3000

余万元。改造后，三环路内侧段由两侧宽度

各16米的车行道、 各4米的人行道和中间共

10米的绿化带构成，总宽50米；而道路三环

路外侧的横断面由两侧宽度各15米的车行

道、 各3.5米的人行道和中间共3米的绿化带

构成，总宽40米。“路面改造完成后，新成华

大道龙潭段的通行能力将提高一倍。” 平原

说。 路面整治时将采取半幅施工的方式，道

路保持双向通行，尽量减小对交通的影响。

程华轩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摄影报道

蓉都大道新都段

年内变身景观大道

成都商报讯（记者 肖刚）

记者昨日从

新都区获悉，作为该区“北改”交通一号

工程的蓉都大道新都段改造部分标段已

开始进行景观打造，预计年内，7公里长的

改造路段将由原来的货运大道变身城区

景观大道。

新都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蓉都大

道新都段改造路段南起新都围城路与蓉都

大道交叉口， 北止新都鸿运大道与蓉都大

道交叉口。景观打造以“一轴五点”为特

色，即一条景观轴线、五大节点。五大节点

包括“迎宾大道”、“花漫香城”、“水意新

都”、“亲民广场”、“展望未来”， 分别位

于新都围城路口、兴城大道路口、电子路路

口、桂湖东路口和鸿运大道路口。其中“迎

宾大道”节点绿化设计以长线条的灌木花

带和水景组合而成。据了解，景观打造将于

今年年内全部完成。

自7月22日成都市开展领导干部“三进”活动以来，已有数位市级领导干部进入

接访大厅和政务中心倾听群众诉求，了解群众实际困难。一周过去，领导干部口头许诺

“认真调查，跟踪督办”的问题是否已在相关职能部门落到了实处？市民的合理诉求是

否得到了迅速解决？成都商报记者为你带来追踪报道。

楼下面馆吵了5年 终于不再通宵营业

成都市开展领导干部“三进”活动收到实效，成都商报记者回访各部门落实情况

李大爷和面馆的战争不是一天两天了，从2008年楼下经营餐饮算起，为了睡个安稳觉，

“告状”就成了李大爷生活的重要内容，金牛区信访办、九里堤派出所、区城管局、区安监

局、区工商局、市工商局、市环保局、区长热线，找了不下10个部门，面馆还在。

7月22日这天，听说成都开展领导干部“三进”活动，有备而来的李大爷早早赶到市信

访局群众接待中心，坐在了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赵小维的面前。

李大爷家住锦西花园3栋1单元1号，客

厅与卧室的正下方刚好是 “老徐记家常

面”、“白家肥肠粉”两家餐馆。

置身李大爷的家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

怪相，所有家具家电全部用胶垫抬高，厨房

门厅地板上全部铺上了湿抹布。胶垫是为了

隔热，湿抹布是为了降温，由于房间正下方

就是两家餐馆，餐馆的油烟热气让他家就好

比蒸笼的顶层。2009年因楼下餐馆将下水管

堵塞，李大爷家的厕所被淹地板被泡，花费1

万余元改管道和维修。加上楼下餐馆开始24

小时营业， 李大爷一家夜间睡眠无法保证，

矛盾再次升级变得不可调和， 于是他出手

了，与餐馆展开了正面对抗。

第一回合———发公开信

“抽油烟机的噪音，遍布小区的油烟和

废气、热气，煮肥肠的臭味，从凌晨4点半开

始，日夜不得安宁，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楼上住户苦不堪言……”2010年7月，老李写

了这样一封公开信，张贴在锦西花园的各出

入口，46户在公开信后签名表示支持， 要求

餐馆关门或变更从事其他经营。

公开信和46户居民的签名，引起了金牛

区相关部门的重视，工商环保等部门相继来

到餐馆进行调查。 不过面对居民的驱逐，餐

馆并没有做出丝毫让步。

第二回合———不断投诉

2010年底到2012年底，进入了李大爷投

诉的密集期， 最频繁的时候甚至1周之中连

续投诉4次。连续不断的投诉，引来了相关部

门接二连三的检查。 楼下的商家不堪其扰，

不少餐馆选择了退出。 在李大爷的印象中，

其住宅楼正下方的两家商铺开始了关

门———转让———再新开店的循环，在这段时

间倒手近10次, 但噪音油烟等影响还是无法

根治。

第三回合———断电抛物

2012年底至今，李大爷被逼无奈亮出了

杀手锏， 与楼下商家展开了贴身肉搏战。每

天睡觉前他便会下楼， 来到单元电源总闸

处，将两家店铺的电源总开关关闭，正在经

营的餐馆，瞬间一片漆黑。商家采取了“敌进

我退”的游击战术，他前脚走，商家后脚就

开。李大爷还从自己阳台上抛物，啤酒瓶、花

瓶、泥土倾泻而下，搅得楼下商家难以正常

营业。“我就是想吓吓他们， 威逼他们关门，

并没有想伤及对方。” 在一次抛物差点误伤

路人后，他放弃了这种危险的方法。

李大爷心力交瘁，商家业绩下滑。经过这

一次的上访后， 双方在各个部门的撮合下，回

到了谈判桌上。其实早在双方对抗时，通宵营

业的“老徐记家常面”就采取了多种措施降低

噪音。“他说屋里像蒸笼，我们厨房安装了隔热

层，油烟也专门安装了管道净化。桌椅板凳也

钉上了胶垫，晚上排气扇也关闭了，都是为了

减少噪音。”老板向礼珍指着墙壁上“晚10点

后请勿大声喧哗” 的告示说：“我也专门给小

工开了会，要求他们晚上尽量安静一点。”

尽管如此，商家的做法并没有达到李大

爷的要求， 他给出了底牌：“晚上11时到早7

时，楼下餐馆必须停止营业，必须满足我的

睡眠，其余时间我一概不过问。”

“老徐记家常面”老板向礼珍算了这样

的一笔账。当初接手店铺花去了21.8万元，装

修与购置物品又花去了20万元，每个月还有

人工的投入，而餐馆的主要营收也来自于夜

间。“夜间是我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不通宵

营业，我就要亏本。”

经过双方的谈判和各部门的协调，双方

终于达成一致：以10日为期，餐馆暂时不通

宵营业，老板通过白天增加菜品弥补夜间的

损失。若收支平衡或略有盈利，便从此转变

经营模式，白天营业夜间休息。若10日后入

不敷出，便着手找寻下家接手店铺。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垚）

昨日，成都市

继续开展领导干部“三进”活动。昨日上午，

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共有9名市民前

来反映问题。其中，市民蒲运祝由于房产相

关手续不全，奔波近十年未能顺利办成房屋

产权证明。

蒲运祝介绍，十多年前他曾与人合伙在

迎晖路投资了“阆中大厦”，但不曾想，“我

们的合作只持续了5年”。2004年， 二人终因

矛盾导致分裂，在通过法律程序之后，二人

对共同投资的大厦进行了财产分割。 然而，

当蒲运祝为所分得房屋财产办理产权证明

时， 却由于经营前期所办理的手续不完整，

快10年了依然迟迟无法办成。

听了蒲运祝的讲述后，正在接访的市政

府资政黄平当即表示，只要房屋质量鉴定书

等手续完备，将立马安排市建委相关处室负

责人与房管局积极协调，尽快给其答复并落

实办理。他要求市建委政策审批处相关负责

人与蒲运祝当面沟通，全程跟进，督促事情

尽快解决。“今天下午或明天，你可以带齐房

屋的资料来找我，我先帮你查看”，交代了下

一步的办理事宜后，该负责人将自己的手机

号码写在了蒲运祝的本子上。

听市民倾诉，帮助消除民生困扰，是成

都商报开通“群众呼声”栏目的初衷。栏目

开通以来，已有上百市民拨打本报热线反映

自己遇到的民生问题。截至昨日17时，社区

环境问题仍排在市民最受关注问题的榜首，

其次是道路交通和社会保障问题。

收集到的社区环境问题中，有不少市民

举报小区楼下的餐馆， 它们或存在油烟大，

或存在噪音扰民等问题，影响了市民的正常

生活。

被反映最多的问题，自然是最困扰市民

的问题。成都商报记者将重点关注被反映数

量居前三名的问题类型，并派出记者持续关

注，促进问题有效解决。

民生难题

拨86613333-1反映

拨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或登录成

都全搜索网站 “群众呼声” 网络平台(http:

//qzlx.chengdu.cn/lylist.php)， 请将您的建议

与投诉告诉我们。同时也请留下联系方式。

成都商报记者 王游之

交警权威发布

成华大道龙潭段9月启动改造

力争年底完工，通行能力将提高一倍

电马儿搭人被拦

乘客耍酒疯推搡交警

成都交警二分局昨日展开电动

自行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

为深入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成

都交警从上周开始启动了电动自行车交

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 火车北站片区人

流量大，是成都交警二分局的整治重点。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 整治行动开展

以来， 交警二分局已暂扣37辆涉嫌交通

违法的三轮车，拆除违规遮阳伞358把。

在昨日的现场整治中， 还出现了这

样一幕———一名男子搭乘电瓶车被交警

拦下后， 不仅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没有一

丝悔改，还在路口大吵大闹起来，甚至辱

骂、推搡交警。最终，他的违法行为还是

受到了处罚。

从荷花池出发送货的万师傅在马路

上耍起了杂技： 小小的一辆轻便型电动

自行车上载满了三大箱工艺品， 离地高

度足有两米多高，颤颤巍巍地左右摇晃，

让人看起来胆战心惊。“我就送到前面

去，马上就要到了！”被交警拦下的万师

傅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规， 还急着要

前去送货，在交警的劝告和教育下，万师

傅就地卸下了自己车上的货物， 并接受

罚款50元的处罚。

交警点评：

“电动自行车载货是有

明文规定的， 货品宽度不能超过车子后

座的宽度，高度则不能超过离地1.5米。”

交警二分局汪警官表示，“现在不少人

贪图方便，搭载货物既超高又超宽，这样

的车辆是有极大安全隐患的。”

镜头1

电动车上货物堆起两米高

“你们要干啥子！”一名违法乘坐在

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中年男子被交警拦

下，不但丝毫没有悔改之意，脾气反倒很

大。这位身材瘦削的男子剃着光头，面对

交警和现场媒体记者，他满身酒气，情绪

激动，手里拿着硕大的蒲扇不断挥舞。不

但作势攻击手持摄像机的记者， 还数次

推搡交警，辱骂交警。非法载人的李某告

诉记者， 因担心堂哥酒后上班在路上出

事，所以才选择骑车送他。

交警点评：

交警二分局民警介绍，

电动自行车按照规定后座不能搭人，对

于这类情况一般罚款20～50元，不接受

罚款处罚的驾驶员则采取暂扣车辆的

处理。

镜头2

电动车乘客被拦竟骂交警

镜头3

被拦电动车多数未上牌照

楼下面馆太吵

找了十余部门没解决

一场长达五年的对战

一次面对面的摊牌谈判

整改10日

若不能盈利就转出铺面

一次人性化执法的有益尝试

街办牵头

5部门首次同时出面调解

产权近十年未办成 留下手机号帮他

上百热线反映问题

社区环境最受关注

制图 邬忆

成华大道龙潭段即将“变脸”

电动车上的货物比人还高

...

“三进”有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