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梁辰）“垃圾都不
见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整改了，希望
可以一直保持整洁。”日前，本报在征
集市民反映的岛外农村脏乱差现象
时，集美区侨英街道的吴阿姨来电抱
怨乱堆垃圾现象。这处卫生死角很
快就被清除干净了。

连日来，不少市民拨打本报读
者热线968820、发微博@厦门日报、
发消息给微信公众账号“厦门日报”，
反映自家房前屋后积存的卫生死角，
曝光周边受污染严重的河流。本报
已陆续将问题反馈给各区相关职能
部门。可喜的是，不少部门已行动起
来，解决居民投诉的问题。

读者一投诉垃圾当天被清走
■本报征集令引关注，市民纷纷举报岛外农村脏乱差
■不少部门闻风而动立即整治，解决市民投诉的问题

本报记者 梁辰
站在海沧区新阳街道霞阳社区，沿

街道路整齐干净，行道树郁郁葱葱，展现
出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居住小区风貌。

霞阳社区外来人口聚集，社区常住
人口 3000 多人，外来人口却有 4万多
人。以前的霞阳社区，是个垃圾袋满街
飘，垃圾堆随处见的脏乱差农村，尤其是
贯穿霞阳社区的翁角路，道路以北是村
庄，道路以南是厂区。每天早晨，住在社
区的务工人员穿行翁角路到对面工厂
时，常随手扔垃圾。

早晚上下班时间是保洁压力最大
的时间段。“以前，工人因为赶着上班，常
常边走边吃，垃圾随手扔，使得大街小巷
都非常脏乱。”在新阳街道做了13年清
洁工的陈妙华告诉记者，那时，居民环保
意识不强，沿街占道摆摊的摊点很多，社
区环境很差。

当时，海沧的农村环卫管理工作十
分薄弱，环卫设施设备、环卫作业人员均
严重不足。农村环卫还存在体制不顺、
机制不活，资金投入不足，专业化、市场
化程度低等机制上的问题，造成从业人
员积极性不高，环卫服务质量不高等问
题。

从2005年开始，海沧区在全省率先
实行农村环卫管理体制改革，海沧城建集
团（此前的海沧公用事业公司）全面接收
农村环卫作业工作，统一负责全区农村道
路、农村公共场所的日常清扫保洁和垃圾
收集转运工作，将“一把扫帚扫到底”。为
对保洁人员进行激励，城建集团对保洁队
伍统一进行日常培训、巡查考评与综合考
核等。至此，类似霞阳这样的农村社区的
环境卫生发生了巨大改变。

“每天早上6点至8点半为清扫时段，
8点半到11点为保洁时段。下午也同样安
排人员加大保洁力度，加强日常巡查。”新
阳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陈文龙介绍，霞
阳社区专门成立了一支60多人、由社区居
民组成的劳务队，负责各自责任区域的环
境卫生，确保社区环境保持整洁。

滨水小区地处集美交通主干道
北侧，地理优势明显，随着周边基础
设施的完善，入住小区的居民越来越
多，摊贩们看到这一商机，便开始驻
扎在小区通行道，给居民出行造成极
大不便，不少市民来电反映违章摆摊
带来的环境脏乱问题。侨英中队一
开始对摊贩们进行教育式劝导，要求
摊贩们在限期内进行整改。摊贩们
总是口头答应，但未见其行动，执法
人员一到现场执法，他们便同执法人
员打游击战。为解决居民投诉难点，
侨英中队于 1月 7日组织人员拆除

所有占道经营的临时帐篷，小区生活
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去年12月底，市建设与管理局
联合市委文明办、市委农办、市市政
园林局、市水利局等单位共同发起的

“爱我厦门家园清洁211行动”，在全
市农村掀起了一场洁净家园的大行
动。

本报开设的专栏，将继续聚焦岛
内外房前屋后环境现状，关注卫生死
角、溪流污染等不文明现象的整治与
改善情况，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继续反
映问题，共同建设美丽厦门。

“侨英街道叶厝社区祖厝边有
很多出租屋，垃圾、土头随便乱堆，污
水流得到处都是，蚊虫乱飞……”1
月7日，市民吴女士致电本报读者热
线968820，反映自家附近的脏乱差
现象。吴阿姨告诉记者，近年来社区
的整体面貌是越来越好，老旧房屋被
粉刷一新，生活环境更加舒适。她每
天都会在社区里散步，但每次经过祖
厝边，看到随意堆放路边的塑料袋、
生活垃圾等，总让她觉得很“煞风
景”。“我看到《厦门日报》在征集市民
反映的脏乱差，立马就想到祖厝边这
个卫生死角，向报社反映后，我再去
散步的时候已经看不见垃圾了。”吴
阿姨说。

当天，本报将读者来电及时反

馈给集美区城管办。针对投诉的侨
英街道叶厝社区祖厝边污水横流、土
头垃圾乱倾倒等问题，街道环卫站高
度重视，随即组织工作人员安排一台
装载机、两部农用车、一台高压冲洗
车将辖区土头垃圾进行平整清理。
街道环卫站表示，社区居委会已安排
保洁人员将此处纳入日常保洁范围，
由环卫站加以监督，并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要求责任到人，垃圾日产日清。

对于污水横流问题，有关方面
也表示，现在居民建房都将自家污水
直接排入排污管道，由于污水管道口
径太小，长期以来造成堵塞导致溢流
到路面。对此，社区居委会已将情况
上报街道，很快将安排对该处几条排
污管道进行改造。

街道环卫站迅速整治

占道临时帐篷被拆除

岛外农村脏乱差
三种方式来曝光
欢迎市民拨打本报读者热线

968820，或发微博@厦门日报，发消息
给微信公众账号“厦门日报”，反映房
前屋后积存的卫生死角，曝光周边
受污染严重的河流。本报将把

问题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
严重的将予以曝光。

温馨提醒

海沧：
城乡环卫一体化
农村社区“大变脸”

好做法

整治前整治前，，侨英街道叶厝社区祖厝边污水横流侨英街道叶厝社区祖厝边污水横流、、垃圾乱倒垃圾乱倒。。 整治后整治后，，垃圾得到清理垃圾得到清理，，路面重新清洗路面重新清洗。。

海沧霞阳社区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海沧霞阳社区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凡姚凡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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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艳 通讯员 徐福兴）
突然停电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电网故
障，但是昨天电业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
有相当一部分的突发停电不是电网自身
引起的，而是由于一些企、事业单位内部
配电室发生故障或事故，波及到公共电网
安全，引起相应片区停电。据统计，去年
全市企、事业单位内部配电室、内部专用
变电站发生故障325起。

探因：违规操作波及公共电网

去年12月30日13时左右，海沧新阳
片区部分企业和居民用电受到影响，原因
是海沧一家铝箔公司所属的内部专用变
电站发生事故，波及到外部公共电网而引
起线路跳闸。参与调查此事故的厦门电
网调度人员介绍说，当天，这家公司委托外
部检修人员对其所属的用户专用变电站
进行检修，检修人员违反《电力（业）安全工
作规程》和《厦门电网调度规程》，未经这家
公司的变电站值班人员许可擅自解锁设
备，同时也未经厦门电网调度人员许可擅
自改变由电力调度部门管辖设备的状态，
最终发生不该有的误操作，产生强大的故
障电流，严重波及公共电网安全，导致所在
片区用电受到影响。

电业局安全管理人员说，这是一起典
型的事故，暴露出该公司内部安全管理上
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现场安全措施考虑
不周、管理不善，检修人员安全素质低，安
全意识薄弱，不熟悉《电力（业）安全工作

规程》等相关规定，对现场危险点不清楚
而盲目操作。另一方面，这家公司专用变
电站的管理人员对方案等把关不严，对现
场危险点安全交底不足，没有及时发现现
场违章行为，也没有制定相关的安全管理
规定。”

措施：检查整改严格规章制度

去年，由于企、事业单位内部配电室、
内部专用变电站故障引起周边区域停电
的现象不在少数。去年10月 11日 14时
05分，鹭江道一幢写字楼内部配电室发生
设备炸裂脱落、外壳破裂，内部绝缘物溢

出烧毁。此事故引起公共电网鸿山变电
站一条线路跳闸，造成老城区鸿山、思明
南路一带停电。

“从2013年发生的这些用户内部配
电室电力事故来看，其中存在着一些共性
的安全问题。”电业部门用电管理专家谢
纯德举例说，比如，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
或者虽然有制度但是不实用、与实际脱
离；对设备运维的资金投入不足，没有按
照电力安全规程对所管辖设备进行定期
检查、检修，未能及时发现安全隐患，或者
未及时更换“带病”设备；用电值班人员或
电工的业务水平较低，安全意识不强，对
安全规程不熟悉，现场管理不规范等。

谢纯德说，春节就要到了，建议各企、
事业针对上述列举的共性问题进行对照检
查、整改。聘请的电工一定要持电监办核
发的有效期合格的电工证书，要具有一定
的操作、维护实践技能，掌握电力生产调度
和设备运行维护的规程、制度，电工人员要
相对固定；内部配电室设备的周期检修以
及安全工器具的定期试验一定要严按照周
期进行检修试验；配备有自备发电机的企、
事业单位，一定要到电业局办理双电源手
续；秋冬季是小动物触电造成短路事故的
频发季节，要做好防小动物工作，“这些都
是‘花小钱保安全’的举措，投入不多，但是
效果很好。”

一栋楼出故障 一条街全停电
去年全市企事业单位内部配电室等发生故障325起，所在片区居民用电受影响

电力部门
提 醒 ：定
期对设备
进行检查
试 验 ，可
及时发现
安 全 隐
患。（朱凤
玲 摄）

本报讯（文/图 记者 吴耀东 实习生 林小
青）地下通道又黑又长，大白天都要打手电筒，路
人心慌慌。近日，市民王先生向本报读者热线
968820反映，翔安大道林前公交站附近的地下
通道太黑，不少行人被迫横穿马路。

现场 不敢走地下通道，行人横穿马路

昨天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这处地下通道，
发现除了两端出入口有光亮外，中间80多米路
段完全处于黑暗中。不少路人都开着手电筒。
一名小伙无奈地说：“太黑了，男的走都有点心
慌，女孩子就更别说了。”记者在地下通道中部，
把手伸到眼前，几乎看不见手，真是“伸手不见五
指”。

记者还发现，这个地方手机没有信号。如果
在这里发生意外，无法及时与外界取得联系。

马路边的铁丝网上有一个一人高的大洞，
后面的草坪被横穿马路的行人走出一道深深的
痕迹。一名妇女抱着小孩，穿过破洞，走到主干
道边，看准车流穿行的空档期，猛地冲过马路。
在她背后，一辆车疾驰而过。记者观察了不到
10分钟，这样横穿马路的就有9人。路边的摩的
司机说，因为地下通道太黑，不少行人不敢走，都
选择横穿马路。曾经有行人横穿马路时摔倒，差
点被车轧到。

记者数了一下，横穿马路要钻两次铁丝网，
但可以直接从这边的车站走到对面的公交站。
据介绍，地下通道全长120米，出入口距离公交
站约 30米，但要进入地下通道不是很方便，需
绕过绿化带，这也是一些行人选择横穿马路的
原因。但是，横穿马路需要穿过 14个车道，其
中包括 8 个翔安大道主干道，车流量大，车速
快。记者目测，过往车辆的速度基本都有80公
里/每小时。

说法 正在铺设电缆，春节前可亮灯

据公路部门工作人员吕先生介绍，此前这
处地下通道从附近的村子接电，白天也亮灯。不
过，一个多月前，线路出了问题，只好将地下通道
的电路与地上的路灯相接。由于路灯到晚上才
会亮，白天时地下通道只能是黑暗一片。不过他
表示，建设方目前正在铺设电缆，预计春节前就
可以完工，地下通道将不再黑黢黢一片。

本报讯（文/图 记者 赵荣宾）俗话说，不比
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近日，林先生从城南站及
同安汽车站附近的天桥路过，发现两座天桥虽然
仅有一站之隔，环境卫生却有天壤之别。

记者先后来到BRT城南站以及同安汽车
站。位于城南站的天桥，无论是桥面还是两侧楼
梯都很干净，几乎看不到果皮纸屑。同安汽车站
附近的天桥则是另外一番“风景”。台阶上垃圾
成堆，空烟盒、卫生纸、饮料盒、碎酒瓶等撒了一
地。角落里尽是落叶树枝，地面也是污垢累累。

“脏死了，好像几个月没人清理了。”路过的市民
林先生说，这座天桥上个月才开放，结果这么快
就变得脏乱差。

不仅如此，在天桥上，还时常有摩托车、电
动车呼啸而过。“摩托车声音很大，我们还得让着
它。”一些路过的市民说，人行天桥变成了摩托车
通道，“有时带小孩路过，很容易被车刮到。”

为此，本报记者分别致电同安区公路局和
同安区建设局。双方均表示，该天桥尚未移交验
收，对此事尚不清楚，目前没有介入管理。随后，
记者联系了建设单位——厦门百城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天桥上个月
刚完工，为方便市民通行，提前开放，不过要等到
今年6月份大项目完成后才一起移交给相关部
门。这座天桥仅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行，严禁摩托
车和电动车上桥。他将把相关情况汇报给公司，
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看清理，必要时将加设警
示标识。

刚开放一个月
天桥就遍地垃圾
有关单位表示将派人清理

地下通道黑乎乎
过往行人心慌慌
公路部门称线路出故障，春节
前可亮灯

●林前公交站附近

●同安汽车站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