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辆乱停放，道路成停车场

微评论

目前，我市正处在“创文”和
高质量建设大城市工作的关键时
刻， 全市上下都拿出了背水一战
的劲头， 确保新一轮的创建任务

圆满成功， 努力向全市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答卷。 希望相关部门能
切实负起责任，莫要拖了南阳“创
文”工作的后腿。 ⑤2

近日，不断有市民致电晨报热线电话反映，称建设西路历经多年终于打
通了，为何却成了停车场和垃圾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切实让这
条道路发挥作用。 7 月 30 日，记者赶到建设西路进行实地调查走访。

市民反映 千呼万唤始修通，如今却成垃圾场
对于建设西路的建

设， 我市多家媒体都曾对
此进行过报道。 如今，道路
打通了， 但却没有让其发
挥应有的作用， 屡屡遭到
市民的投诉。

早在 2012 年 12 月，我
市媒体就对建设西路的打
通问题进行了报道。 2019
年 4 月 18日，本报以《这条

“断头路” 何日能打通》为
题，对市民反映强烈的建设
西路（百里奚路至北京路
段）围挡修路两年多，却一
直未见工程有进展进行了
报道。 2019 年 5 月 24 日，
本报以《这条“断头路”终于
要打通了》为题，对施工单
位入驻建设西路开始作业
进行了报道。

市民反映，如今建设西
路终于打通了，但却没有发
挥应有的作用， 路面脏乱
差。特别是建设西路与北京
路交叉口处摆摊占道经营、
机动车随意停放现象严重；
建设西路新野路口垃圾成
堆、臭气熏天，塑料袋子满
天飞。市民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重视，尽快解决。

现场直击 车辆驶过，车后塑料袋子跟着“跑”
7 月 30 日上午，记者

赶到建设西路进行实地
走访，发现这段路的交通
情况和卫生状况实在令
人堪忧。

记者走访发现，车辆
乱停乱放的现象在建设
西路两头比较严重。 在建
设西路百里奚路口以西
路段，停在路上的车辆一
字摆开，首尾相连。 一位
路过的市民说：“这个地
方停放的大都是附近社
区居民的车辆，现在还少
些，一到晚上停得更多。 ”
在建设西路北京路口以
东路段，道路两边停放的
车辆最多，几乎是一辆挨
着一辆。

在建设西路卧龙区光
武街道榆树庄社区园丁

村路口，顺路流下的水在
刚修好的路面上已生了
青苔，路口有一堆生活垃
圾。 记者走访期间，不断
有居民前来倒垃圾。 倒垃
圾的张女士说：“以前庄
内设有垃圾箱，后来居民
不让在自己的房屋边上
放置垃圾箱，社区把垃圾
箱挪走了，400 多户就只
好把垃圾扔在路边。 大家
也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
垃圾总得有个地方堆放。
希望通过晨报报道，督促
社区尽快设置垃圾箱。 ”

在建设西路与新野路
交叉口，道路两边堆放的
垃圾让人不忍直视。 在该
路口，堆放的垃圾有四五
堆，西瓜皮、剩菜剩饭、烂
菜叶子等裹在一个个塑

料袋中，散发出一股腐烂
的酸臭味儿。 道路上，一
些垃圾被碾压贴在路面
上。 车辆驶过，车后塑料
袋子跟着“跑”。 一位卖西
瓜的商贩说：“这都是附
近商户堆放的垃圾，特别
是一些饭店把垃圾都堆
放在这个地方，腐烂的垃
圾滋生出的蚊蝇乱飞，酸
臭味儿熏人，你们赶快报
道报道，把这个地方弄干
净吧。 ”在路两边的商户
门前 ， 到处飘着塑料袋
子，就连修好的行道树树
坑也成了垃圾池。 一位正
在装修的商户不无担心
地说：“这块地方的卫生
状况真是太差了，你看这
环境做生意真让人发愁，
希望能尽快好起来。 ”

刚修通的建设西路为何成了停车场和垃圾场？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车辆到处乱停 垃圾随意堆放
8 月 3 日起，交管部门将对该路段乱停乱放车辆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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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管部门 道路受阻事故多，乱停乱放要处罚
对于建设西路车辆乱

停乱放的现状，记者采访
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勤务第五大队负责人
王昆峰。

王昆峰表示， 建设西
路已建成通车，配套交通
标线、交通标志已经基本
完成，很好地方便了建设
西路周边居民的出行，一

些乱停乱放的车辆挤占
道路，一些商贩将摊位及
车辆摆放在车道上，致使
道路变窄 ， 道路通行无
序。 由于经过该路段的车
辆车速较高，而车辆乱停
乱放影响非机动车、行人
视线，致使该路段每天都
有事故发生。 为了广大群
众的财产安全，请车主不

要乱停乱放。
王昆峰告诉记

者：“我们也多次接到
市民的反映， 对此大

队高度重视， 为保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保障道路
通行有序，顺应民众呼声，
净化道路环境， 经多方调
查研究 ， 决定自下周一
（2020 年 8 月 3 日） 起，五
大队将对道路上乱停乱放
的车辆进行处罚， 对无牌
车辆及占压道路摊位进行
拖移清理， 请广大交通参
与人广而告之。 同时，也请
广大市民积极配合， 共同
营造一个良好的道路交通
环境。 ”

住建部门 完善道路设施，尽快移交环卫部门
对于光武街道榆树庄社区园

丁村路口的垃圾堆放问题，榆树庄
社区一位工作人员证实了张女士
的说法。 但对于如何解决该问题，
该工作人员表示，在马路对面放置
有一个垃圾箱。 记者查看后发现，
这个垃圾箱放置在路南，居民倒垃
圾需穿过马路， 垃圾箱成了摆设。
对此，该工作人员表示，居民们都
不愿意垃圾箱放在自家附近，只有
等路修好了， 再妥善放置垃圾箱。
对于道路上的流水，该工作人员表
示，这是下边的管道不通，等路口
修好管道通了就好了。

记者查询发现， 建设西路新野
路交叉口区域属于高新区百里奚街
道管辖，在百里奚街道，记者没能见
到相关人员。 对于该区域脏乱差的
卫生状况， 高新区城管服务中心负
责人告诉记者：“根据相关规定，由
于该路段相关设施建设还没完工，
目前还没有进行移交， 移交前的道
路管辖维护权还在施工部门， 具体
情况可联系住建部门了解。 对于涉
及我们辖区的事项， 我们将督促相
关单位及时解决。 ”

市住建局城建科负责人告诉记
者：“新修的建设西路确实还未移交
给城管部门， 目前该路段相关设施
建设都已完工，只有路灯还未通电。
因环卫工人打扫卫生多在凌晨和晚
上，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暂未移交
给环卫部门。 对于该路段的卫生清
洁，我们也很焦急，经常督促施工单
位对路面上的垃圾进行清理。 ”该负
责人介绍， 目前正积极协调电力部
门解决供电问题，只要路灯通上电，
该路段的卫生清洁工作移交后，问
题就可得到解决。同时，该负责人希
望通过本报呼吁市民勿乱倒垃圾，
保持道路环境卫生清洁。

道路通了， 建设西路何时才
能通上公交车？ 市公交总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该路段相关
道路设施不完备，交通环境混乱，
目前不具备通公交车的条件，只
有等相关条件具备了， 才会考虑
开辟公交线路。

垃圾堆路口，污水顺路流

“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