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山长运公交回复：目前屯歙公交 17：00
-17：30时段，分别从客运总站发车的班次有 17：
05、17：13、17：21、17：30，17：30 之后班次有 18：
00、18：30、19：00、19：45、20：30，均是按照 10 月
16日公告的发车频次运行。

黄山市公安局回复：经民警现场查看，第一，
在左转车道上增加直行箭头，早高峰期易造成两
车道进路口一车道出路口，发生拥堵。第二，移
动公司至北海路口安东路段如实行早晚高峰单
行，车辆右转需在屯光转盘完成，造成屯光转盘
交通拥堵。支队将安排人员，加强路口管理，规
范行车秩序，缓解交通拥堵情况。

屯溪区城管执法局回复：针对来电人反映
的“恒大滨江左岸在没有办理更改外立面许可，
也没有征得规划部门同意和向业主征求意见的
情况下，在楼外架设玻璃防雨棚”的问题，我局
已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致函黄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请求协助调查黄山粤诚置业有限公司

“恒大滨江左岸”小区内的玻璃采光雨棚是否办
理或正在申请办理规划许可手续，待黄山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复函我局后，我局将依法予以
处理。

屯溪区市场监管局回复 :接到投诉后，我局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情况，发现所反映
问题基本属实。该商铺经营证照齐全，执法人员
已责令经营者不得出店经营，影响小区居民出
行。同时协调城管部门，加强占道经营管理，以
维护良好秩序。

屯溪区住建局回复：针对公共租赁住房管
理，我区已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出台了《屯溪区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屯政办〔2017〕28
号），文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的使用和退出做了
规定，在每年收取公共租赁住房时，要求住户提

供市不动产家庭房屋状况查询记录及相关材料，
对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入住条件的，予以清
退。2019年的续租年审工作将在年底展开。关
于将公租房违规家庭信息纳入金融体系征信平
台监督的建议，据了解，2019年 11月北京市明确
首次将公租房违规家庭信息纳入到金融体系征
信平台，我局将此建议上报市住房保障部门，待
沟通明确后执行。

屯溪区阳湖镇回复：我镇以及黄口社区将对
损坏的部位进行检查，并制定维修方案。

屯溪区昱西街道回复：黎阳街社区已清理
河道内绿藻和白色垃圾，由于市政正在改造整
个河道，河道内的水质异味也是属改造工程范
围，所以目前河道异味现象要等整个工程结束
才能得以解决。

黄山区城管执法局回复：针对反映的黄山区
清溪路步行街白云楼宾馆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
问题，我局已于 11 月 26 日上午安排执法人员到
现场处理，执法人员对该宾馆经营者进行了宣传
教育，告知不得私自占用公共停车位，并清除了
占用车位的锥桶。

黄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我局工作人
员已于 11月 22日下午联系来电人，经沟通了解，
村里没法办理的，可到乡政府登记名单，我局白
蚁所见名单后提供上门服务。

歙县武阳乡人民政府回复：经调查，武阳乡
武阳村虎坝山自然村大块组，现常住 10 户 20 多
人。由于受前期旱灾影响，该自然村水源水量大
幅减少，导致该自然村方小红等 4户因地势原因
无法供水。该 4户目前在附近水井取水，往返时
间 10 分钟左右。关于水管存在裸露问题，因水
管铺设地为人行步道及雨水排水沟渠，常年人与
自然因素干扰导致少量地方水管零星暴露。针
对上述情况，武阳乡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要求

武阳村委会加强管护取水井，确保水环境整洁；
二是组织人员对虎坝山自然村自来水采取分时
供水管理，确保全村村民饮水；三是要求武阳村
村委会组织人员将部分零星暴露水管覆土保护，
确保水管不破损。武阳村委会已经找人修缮，目
前可以正常供水。

歙县深渡镇人民政府回复：经核实，造船厂
现场有原造船时遗留的两道钢轨，该地块属于船
厂土地，不是公共地块，已要求船厂方加强管理，
设立警示牌，防止出现人员摔伤事件。

歙县杞梓里镇政府回复：经现场核实，方某
娣养鸡场鸡粪已建立专门堆放的晒场和储藏点，
目前没有马路晒鸡粪情况。经过和方某娣沟通，
镇政府给出两种方案，一是明年关停该养鸡场，
按照歙县相关方案搬迁，对养鸡场予以补助。二
是对环境问题进行整改。方某娣对这两种方案
都表示接受，更倾向关停获取补助，镇政府将按
关停搬迁程序进行办理。

徽州区交通运输局回复:歙黟公路唐模至板
凳桥之间的歙县王充境内有一座 110kV高压铁塔
占据右幅全幅道路，导致该处 300米的半幅路基路
面无法施工，不具备通车条件，故道路封闭，直至
10月 18日歙县将该铁塔移除，现该段道路正在施
工中，完工后需经交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放行通车。

休宁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黄山市
养犬管理条例》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我
县对流浪犬的管理已经开展了工作，设立休宁县
流浪犬收容管理所，对城区和学校周边等重点区
域已经开展流浪犬捕捉、收容和管理，对网民反
映的休宁中学附近的流浪狗问题，已经安排人员
捕捉，开展收容管理。

休宁县海阳镇政府回复：1.关于道路年久失
修坑坑洼洼问题，我镇将安排盐铺村近期修复。
2.关于路灯不亮问题，海阳镇已与县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和中环洁公司联系，现正在修复中。

黟县回复：黄山市民一卡通游览截至目前共
包含 31 个景点景区，分别为黄山风景区、宏村、
西递、唐模、潜口民宅、呈坎、徽州古城、棠樾牌坊
群·鲍家花园、齐云山、太平湖、花山谜窟、翡翠
谷、新安江滨水旅游区、雄村、牯牛降、九龙瀑、黄
山虎林园、芙蓉谷、打鼓岭、屏山、南屏、赛金花故
居、历溪、祥源·祁红产业文化博览园、许村、见明
堂民俗博物馆、麟圣凯古文化园、木坑竹海、徽州
大峡谷、三溪大峡谷、卢村等。黟县文化旅游体
育局询问过秀里景区工作人员，表示跟该市民身
份证归属地无关，只是澄清黄山市民一卡通并非
包含秀里景区。该优惠政策最终解释权归黄山
市市民一卡通办公室，该市民如仍有疑问，详询
黄山市市民一卡通办公室。

祁门县房管中心回复：2018 年至 2020 年我
县棚改计划共 425 户，落实在祁门茶厂、蛇伤所
老宿舍、老卫校、老印刷厂片区，已于 2017 年上
报省住建厅，省发改委也已批复，所以祁门县三
里街暂时不能纳入 2019 至 2020 年棚改计划范
围，后期将统筹考虑。

高新区住建局回复：接到反映诉求后，工作
人员到东湖路现场调查，要求附近施工企业严格
按照法规规定施工，严禁将非机动车道用作机动
车停车场等明令禁止的行为。目前非机动车道
用作机动车停车场现象已经不再出现。

高新区新潭镇回复：已安排人员填补坑洼路
面，并加强对路口停放车辆的管理，确保不影响
交通通行。

电信黄山分公司回复：接反映后，中国电信
黄山分公司工作人员立即测试，黄山高新区新潭
镇竹林东苑信号正常，多次联系投诉用户，无人
接听。

市直部门

我来 办

“我要说”是市委宣传部、市效能办联合打造的
一个监督服务平台，由黄山日报社（全媒体运营中
心）、12345 统一服务热线具体承办。平台以“为民
服务解难题”为宗旨，依托黄山日报微信公众号（黄

山日报 APP），方便群众通过移动端表达愿望和诉
求，畅通诉求渠道，开展舆论监督，建立反馈机制，强
化服务功能，督促各级各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架起党委政府和人民

群众沟通的互动桥梁，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我们将不定期梳理刊登网友微友提出的各类
问题，真诚希望相关部门通过后台留言或联系我们，
及时回复、办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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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 说

网民趋×等反映：最近，滴滴好龙公司一直
在组织没有运输证的车辆培训验车并营运，而且
验车地点就在运输管理局办公大楼边上。滴滴
公司这种做法是否合规合法？请相关部门切实
履行好管理职责。

网民汪××反映：长干西路上许多临街商店
用音响做广告，这与城市文明形象很不匹配。

网民夏××反映：岩（寺）万（安）公路休宁
与屯溪交界高速路桥下路段道路特别难走，修
了好多次，总是修不好。希望有关部门给予关
注。

网民孟××反映：祁门县污水处理厂迁建项
目在我老家南光辉村中洲组建设，项目建设过程
中征用我家林地作为弃土场，建设单位答应堆土
前支付补偿款，现如今山头已经填平，却以其他
人家林地有争议为由，拖欠补偿款。请予以解
决！

网民联通用户反映：黄山区千枫园联通的光纤
网速达不到 100M，用户办理 100M 套餐最多只有
20M速度，希望黄山区联通积极协调，给网络提速。

网民鞋岑反映：屯溪区洽阳山小区 10 栋一
单元一楼车库内，每天都有人炒菜，油烟味严重
影响楼上居民身体健康。

网民姚×反映：百鸟亭路广宇桥南边原来有
很多停车位，现在道路改建扩宽，停车位却没了，
停车十分不便。

网友曹××反映：黄山高新区潜阜路口大车
小车占道经营，给村民出入带来安全隐患，绿化
带草坪也被践踏得十分严重。

网民李×反映：103省道与 G3京台高速高架
桥交汇处，鼎力搅拌厂至黄山区玉河村下吴组路

段坑洼不平，且十分狭窄，雨雪天气实难行走，不
方便村民出行。

网民张××等反映：歙县森村乡绍村村胡川
道路已修了 2 年，路基现在还没有填平。此外，
安装好的路灯一年没几天是亮的，自来水也是经
常断水，村民意见很大！

网民叶××反映：休宁二中初一学生每天
学习任务太重，作业多还要背英语单词，常常要
做到晚上十一二点，学生睡眠严重不足，导致产

生厌学情绪，希望老师少布置点作业，提高讲
课质量。

网民程××反映：休宁海宁田里时常焚烧塑
料，气味难闻，希望有关部门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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