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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申 波
文/摄）交警部门充分利用道
路空间，见缝插针式地施划了
一些公共停车位，用于解决停
车难的问题。但在敦化北路
胜利东街口，一些人为达到长
期霸占某个车位的目的，自制
相关“神器”，引起了其他市民
的不满。

接到反映后，记者 8月 24
日上午实地查看。沿敦化北
路由北向南行驶，距离胜利东
街口还有几十米，路西侧的公
共停车位上，果然出现了市民
反映的占位“神器”，占据着其
中一个车位。该物件由油漆
桶为底座，其中填充水泥，自
然凝固后，就成了“水泥墩
子”，提起来很沉，但移动又相
对容易。

记者注意到，由于该路段及
周边停车比较困难，交警部门在
马路两侧，也就是机动车道和非
机动车道之间的空间，设置了一

些公共停车位，缓解停车难问
题。尽管如此，在这里停车依然
比较困难。所以，霸占公共停车
位情况时有出现。

对此，市民李女士无奈地
说，她家就住在附近，停车紧
张，有时候过来，明明看到路
边有停车位，就是停不了车。

“那个油漆桶墩子很沉，我是
提不动的，只能放弃。”她说。
也有市民反映，为避免麻烦，
看见有人占车位，自己也就绕
开了，另择它处。

就此情况，记者向交警部
门反映，工作人员表示，公共
停车泊位属于公共资源，大家
都有权停放车辆。针对敦化
北路的情况，他们讲通知辖区
交警大队，对此处公共停车位
情况进行摸排，对设置障碍
物、圈占停车位和停放僵尸车
等现象进行整治，努力实现公
共停车资源最大化利用，还位
于民。

8月 23日，在千峰北路社区会议室，居民代
表和物业负责人终于坐在一起，在社区主任冯
晓霞的主持和调解下，双方就小区目前存在的
问题，各自进行表述，对下一步各自应尽的义
务，应做的工作，各自进行表态。

社区干部建议双方，多换位思考，多替对方
考虑，物业公司不能高高在上，无所作为，居民
必须转变思想，积极配合，唯有如此，才能创造
和谐舒适的居住环境。

经过此次“圆桌”会议，双方基本达成一致，
物业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使小
区环境有更好的变化；居民代表也表示，将与广
大住户积极沟通，配合物业，支持物业。双方商
定，一月为期，到时候见分晓。 记者 申波

本报讯（记者 申波 通讯员 闫男男）8月
24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全勤指挥部和 9个消防站主
要负责人，一起来到地铁 2号线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及调研，针对防汛、防涝应急救援工作中涉及的通
道、出口、水源等 6个方面做到“六熟悉”。

检查组一行人首先对地铁站的内外部结构
进行了实地查看，对灭火疏散预案、总平面布局
图和平面布置图进行了详细了解，对站内设备间
重点部位、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
控制室联动系统及工作人员对微型消防站设施

器材的使用情况和周边水源交通情况等进行了
全面熟悉。

检查组特别对地铁站的消防设施器材、安全
出口疏散通道、电器线路管路的设置、维护进行了
细致的检查，并对微型消防站人员的编配、装备器
材配置、基础台账登记以及现场工作人员应急响
应、“四个能力”掌握情况进行了检查，对地铁站防
汛措施准备情况进行实地查看。

通过此次检查和熟悉，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地
铁灭火救援准备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
员 甘师芸）旧城街 1 号楼两户
人家因装修遗留问题争执已久，
一位住户无奈找到属地南海街一
社区协调。8 月 24 日，社区找来
维修工人解决了装修遗留问题，
化解了这一纠纷。

记者采访得知，几个月前，该
楼 5 层居民在装修房屋时，在卫
生间施工时，将 5层与 4层之间的
下水管道弯头压裂，造成 4 层漏
水。两户居民协商后，由 5 层住
户花 700 元将管道弯头修好，但
工人维修完毕后，在 5 层卫生间
地板和 4层卫生间天花板遗留了

一个小窟窿，暂时难以修复，5层
居民表示装修后期会一并解决这
一问题。但是，三个月过去了，此
事也没了下文，4 层住户非常不
满，两住户又因此发生争执，最后
吵到社区。

近日，南海街一社区干部就
此入户走访调解，两人对立情绪
逐渐缓和。随后，经社区干部和 5
层居民协商，由对方购买一些材
料，社区负责找维修工人，免费将
窟窿堵住。8 月 24 日施工完毕，
这一遗留问题彻底解决，化解了
纠纷，两家住户均对社区干部表
示感谢。

本报讯（记者 张慧）8月 25
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向
阳花开 呵护成长”太原市护苗·
绿书签手绘大赛评选结果揭晓，8
月 30日起，获奖作品展将在太原
书城五层展出。

在全市上下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为进一步弘
扬社会新风正气，共同营造健康
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市委宣传
部、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市教育
局共同举办了“向阳花开 呵护
成长”手绘大赛。大赛自 5 月启
动以来，受到了全市各小学校广
泛关注，共征集到各类作品近千
幅。经县区初选、市级复选、专家

评审，最终评出一等奖 10 名、二
等奖 20名、三等奖 30名、优秀奖
40名。其中，来自太原市第二实
验小学校的马艾米等 10 位同学
获得大赛一等奖，小店区“扫黄打
非”办公室等 6 家单位获优秀组
织奖。

此次展出的作品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主题向上，以少年儿童
的视角讲述“护苗”故事，充分彰
显了少年儿童的创新创造活力，
突出展示了我市积极推动“护苗”
理念深入人心的工作成效。据
悉，这些获奖作品还将在我市首
批 10 所小学“护苗”工作站巡回
展出。

8 月 25 日 上
午 8 时许在新建
路水西关南街北
向 南 路 口 ，一 个
红灯拦停 11 辆电
动 自 行 车 ，所 有
骑车人均戴着安
全 头 盔 ，各 种 样
式、各种颜色，让
人 眼 前 一 亮 ，安
全头盔正被越来
越多的市民所接
受和认可。

申波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慧）8月 25
日，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到，省文
明办、省委教育工委、团省委、省
妇联、省关工委刚刚公布的 2021
年度“新时代山西好少年”名单
中，太原市第五十三中学校王伟
栋、太原市杏花岭区五一路小学
王紫涵、山西现代双语学校郑泽
嘉、太原市万柏林区万科紫郡小
学麻笑妍 4名少年榜上有名。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帮助青少年“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今年 3月，我
省开展了 2021年度“新时代山西
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经过组
织申报、层层推荐、严格筛选，共
评选出 2021年度“新时代山西好
少年”48名。因帮助一位摔倒老
人及时入院治疗，太原市第五十
三中学校王伟栋荣获“新时代山
西好少年”荣誉称号后，王伟栋表
示，社会需要温暖，在未来的学习
生活中，他将会继续发扬雷锋精
神，日行一善，每天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好事，帮助更多的人。

千峰北路社区“圆桌会议”破解僵局
一面是居民不满意物业服务，一面是物业抱怨居民不缴

费，8月 23日，千峰北路社区干部经过前期协调工作，将双方
代表召集到一起，一场“圆桌会议”之后，物业负责人当场表
态，居民代表表示满意。

千峰北路社区网格员在日
常工作中发现，位于千峰北路的
地方铁路集团公司宿舍，居民与
物业关系不融洽，导致小区居住
环境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千峰
北路社区干部随即对该小区进
行了详细了解。

居民们对物业的意见是：小
区门卫值守不到位，导致社会人
员随意进出；小区环境卫生保洁

不到位；小区排水管道被堵，导
致降雨后排水不畅；小区各单元
楼道照明不到位，出行不方便。
针对居民们提出的意见，怡安居
物业表示，他们开始负责小区物
业服务以来，很少有居民交物业
费，这个有 60户业主的小区，目
前只有 3户交了物业费。

由此，双方各不让步，形成
僵持，事情无进展，环境没改变。

为打破僵局，在千峰北路社区主任冯晓霞的
带领下，社区工作人员几次到地铁小区开展工
作。他们首先做物业公司的工作，物业是服务提
供者，是为广大业主服务的，只有先拿出让大家
认可，甚至满意的服务，后续的收费等工作才好
开展。

在此过程中，社区干部也发现，“三供一业”改
造后，这个只有两栋楼的小区，物业服务由原单
位的后勤部门改为怡安居物业，从过去的单位后
勤管理，到现在的花钱买服务，居民们确实需要
适应的过程。对此，社区干部也做了不少工作，
使大家接受“花钱买服务”的管理方式。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业主和物业双方终于同
意坐在一起，事情有了进展，僵局即将打破。

居民不满意 物业也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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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将于8月30日起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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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协调终解决

只有心中有数 才能遇事不慌

消防检查地铁线做到“六熟悉”

居民自制“神器” 占据公共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