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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运局回复：我局已于 6月 9日下发通知，跨省、市客运班线需由客运企业
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后准予恢复通车。

黟县到横店班车什么时候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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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 说

整理：徐海生
网民方 xx咨询：歙县张曙音乐广场阅读空间目前还没有开放，请问何时重

新开放？

歙县阅读空间何时重新开放

汪先生说，他家住御泉湾小区 4 期，
距信号塔直线距离约二三十米。5月底，
黄山铁塔公司在小区南面山上建通信基
础设施，欲立杆，晚上安排吊车进场。居
民制止，施工暂停。次日早，施工继续，10
时许杆已立好。2018年，规划出台，南山
将建住宅区，现在布设通信基础设施，与
规划不符。无论电磁辐射大小，这对周边
居民产生心理压抑，也影响房屋价值。施
工前，居民未见告示，知情权受侵害。施
工中，现场没采取拉警戒带等保护措施，
不符合规范。

市铁塔公司回复，他们在南山公园建

通信基础设施，是根据 2021年的 5G 建设
网络需求规划实施的，规划部门已审批，
并在属地阳湖镇政府报备，取得城管施工
许可。晚上施工是由于吊装铁塔较危险，
该点在城区道路旁，夜晚车辆行人较少，
施工较安全。他们将按照要求，控制施工
声音，不扰民。目前，我国通信基站的电
磁辐射值已远低于国家标准，对人体不会
产生危害。国家相关文件明确，从 2015
年开始，通信基站的环评实行免检。在建
设该基站前，公司已就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备案，流程符合要求。

黄山铁塔公司表示，如果居民担心辐
射，他们可在设备天线开通后，邀请有资
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到投诉人家中检测，
并出具检测报告。 ·黎小强·

建信号塔存在电磁干扰？
可邀请专业机构检测

黄山铁塔公司：可在设备天线开通后，邀请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单位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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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屯溪区阳湖镇御泉湾 4 期南面山上建
信号塔，认为后期存在电磁干扰，且未告知周边居
民，要求拆除、移址。

记者调查

车子怎能乱停放堵塞人行道？
立即整治，还人行道于民

屯溪区城管局：立即整治，目前人行道可顺畅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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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屯溪区港龙·君望在建小区的北海
路人行道经常被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堵死，行
人无法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管理。

记者调查

据了解，毕先生是歙县长
陔乡人，目前在浙江杭州工

作，从事医疗行业。据其介
绍，大概在几年前，看到过有
关建设长陔岭隧道的信息，当
时非常期待。但几年过去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当时的

计划不了了之了？
“作为长陔乡人，长陔岭

的 交 通 问 题 一 直 困 扰 着 我
们。”毕先生说，自己虽然在杭
州工作，但经常回家。长陔岭
地势高，道路相对狭窄，交通
不便很大程度影响了当地发
展。特别是每年冬天，长陔岭
容易出现道路结冰，安全隐患
很大；还有梅雨季，大雨后容
易发生山体滑坡和滚石，威胁
行人和车辆安全。每年政府
在长陔岭路段用于抗冰除雪、
清理滚石和塌方投入的人力
物力都不小，为什么不一鼓作
气打通长陔岭隧道，解决交通
和安全问题？

毕先生还表示，近年来歙
县修通了街口大 桥 ，街 源 一
片百姓出行方便了，当地群
众外出务工，在家发展农土

特产和旅游业都有了更好的
条件。但是长陔岭交通问题
未能解决，导致沿线数万群
众出行受影响，也不利于沿
途乡镇发展特色旅游产业，
以及销售茶叶、“长陔三宝”
等农土特产。希望有关部门
切实重视起来，致力于服务
群众，发展经济，解决这一困
扰群众多年的难题。

歙县交通运输局答复称，
打通长陔岭隧道是街源人民
多年的期盼，目前正在编制长
陔岭遂道项目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鉴于该项目投入较
大，仅靠地方财力近期还难以
建设。后续进展请关注歙县
交通运输局官方网站，也可与
歙县交通运输局直接联系。
联系电话：6512934。

·钟 伟·

长陔岭隧道何时动工？
正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歙县交通运输局：目前正在编制
长 陔 岭 遂 道 项 目 工 程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后续进展请关注歙县交通运输局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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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先生：歙县长陔岭隧道已经谈论
好几年了，为何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几万街源乡民备受堵车、封路之苦，迫切
需要打通长陔岭隧道，满足就医就业需
求；同时架起与外界的桥梁，打响“长陔
三宝”的招牌，发展街源特色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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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

做好人民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第 6 版

一周网事·我要说
2022年 6月 13日 星期一

方先生介绍，他每天步行都得从屯溪
区港龙·君望在建小区的北海路人行道上
穿过。但进入 6 月份以来，大量电动车、
摩托车、三轮车等车辆乱停放，导致从人
行道出行非常困难，他不得不改从北海路
的 非 机 动 车 道 上 行 走 。“ 拥 堵 有 两 三 天
了。我今天早上被迫走到非机动车道上，
却险些和一辆骑行的电瓶车相撞。”6月 6
日上午，方先生说道，此处的乱停放，导致
居民早晚高峰期步行出行严重受阻，若被
迫冒险从非机动车道上行走，出了交通事
故该找谁算账？

当天中午，记者赶到现场，发现方先
生反映的情况的确十分严重，只见该小区
售楼处前北海路这段人行道已被大量乱

停放的电动车、三轮车等堵死。“这些乱摆
乱放的车子，大多是在建小区施工人员
的。”有路过行人表示，这种现象存在好几
天了。

“我们接到反映后，当即和昱东街道
城管中队联系，要求到现场核实并立即
整治，还人行道于民。”6 日下午，屯溪区
城管局相关人员告知，昱东街道城管执
法中队工作人员已赶到现场处置，先是
联系小区相关工作人员，部分车主按照
要求，很快配合将车子停往市中级法院
的非机动车停车位上，拒不配合的则采
取锁车轮等方式。当天下午，此处人行
道已全部打通。

6月 9日，市民方先生反馈，其观察了
三四天，经过整治，此处人行道这几天都
未堵了，行走通畅，他对此表示满意。

·姚大盛·

6 月 2 日，该村民告诉记
者，村里有些人家做山芋粉、
做腌菜时产生的废水、废渣直

接往水塘里排放，还有各种垃
圾也往水塘里扔。“到了夏天，
水塘里比厕所还要脏。我家
就在水塘边上，边上还有好几
户人家，臭气熏得都没法过日
子了。”

潭渡村黎明村是远近闻
名的山芋粉丝加工专业村。
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粉丝加
工、蔬菜种植等乡村产业，但
是污水处理能力相对滞后，含
有大量有机污染物的废水直
接排放后，容易造成水体污
染。

“前几天下大雨，大水一
冲，水塘里的情况要好一点
了，不过垃圾还是有好多。去
年就说这个水塘要挖，到现在
还没有动静。”该村民说，希望
有关部门到现场实地查看、核
实，尽快处理。

就来电人所反映的水塘
问题，记者联系潭渡村一名
孙姓女村干部，打听村里怎

么处理。对方回答说：“你问
政府那边。”后又表示，上面
已经安排了具体工作，已经
对接下去了。

歙县郑村镇人民政府有
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镇里的
人跟村里的人一起去现场看
了。经核实，黎明八组村中水
塘由于多年未清理，塘内垃圾
多，且周边生产生活污水直排
入塘，造成恶臭。

有关答复还称，近期镇政
府会同潭渡村委会安排人员
开展清理，并积极谋划申报自
然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解决
该村道路、水渠和房前屋后乱
堆乱放等环境问题。

·许 晟·

村中水塘散发恶臭如何处置？
近期会同村委会安排人员清理

歙县郑村镇人民政府：近期会同潭
渡村委会安排人员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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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郑村镇潭渡村黎明八组一村民：

黎明八组有个水塘发出恶臭，希望有关部
门核实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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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方女士告诉记
者，她和老伴均年已古稀，现
住屯溪区新园东路安东新村
6幢，住房在 3楼，楼下两层为
沿街店面。前段时间，楼下新
开一家餐饮店，专门做夜宵生
意，每天晚上营业到次日凌晨
两点钟左右，然后收拾整理、
打扫卫生，一般要到凌晨三点
钟才打烊。店里客人多的时

候，经常会发出搬桌子、挪凳
子的刺耳声，吵得老两口无法
入睡。

为能在晚上睡个安稳觉，
方女士多次拨打 12345政务便
民服务热线投诉，也拨打 110
求助，还找过屯溪区昱东街道
办事处和当地的市场监管部
门。“每次投诉后，都会有人上
门监督、处理，但是过了那阵
子，情况还是老样子，治标不治
本。”她也想找执法部门到现场
测量噪声，但是考虑到噪声的

出现没有规律性，便打消了向
环保部门求助的念头。

“一般的餐饮店，开到晚
上十点钟就要关门了，如果楼
下开这样的餐饮店，我们也不
会反对。但是，现在楼下开的
是夜宵店，不是一般的餐饮
店，他们每天晚上都很迟才关
门，吵得我们晚上没法睡觉。”
方女士说，开餐饮店应当要征
求周边居民的意见，考虑他们
的感受。她转而表示，如果夜
宵店在晚上十点钟以后就不
再营业，她也可以接受。

6 月 8 日，该餐饮店负责
人告诉记者，该店由多人合伙
投资，算上房租、装修和购置
设施、设备等费用，前期已经
投入好几十万元。附近有多
家餐饮店也做夜宵生意，有的
甚至经营到凌晨四五点钟。
被人投诉后，店里想方设法解
决问题，先将桌脚、椅脚都贴
上垫片，后来又买来桌椅脚套
全部安装上，尽可能在桌椅移
动时减少发出噪声。

“现在疫情期间，餐饮生
意难做，我们又是新开的店，
客人更少。”该负责人说，晚上
会有一些客人来吃饭、喝酒，
声音可能有点大。遇到这种
情况，店员会主动制止喧哗，
礼貌提醒“小声点”。而且，店
里尽可能多使用空调，为的就
是能关闭门窗，尽量不让声音
往外传。“我们还问了楼上的
住户，他们睡在哪个房间。睡
觉房间楼下的那间房，我们尽
量不安排客人。”

屯溪区昱东街道执法中
队有关人员告诉记者，指向该
餐饮店的投诉主要为油烟扰
民和噪声扰民。经上门调查
核实，该餐饮店以经营汤面为
主，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蒸
汽 外 逸 可 能 带 有 少 量 油 烟
味。针对噪声扰民问题，该餐
饮店已经采取必要措施，以减
少噪声产生与传播。该队执
法人员要求餐饮店进一步加
强规范经营、文明经营。

·许 晟·

夜宵店动静太大咋解决？
督促店家做好降噪处理、文明规范经营

屯溪区昱东街道执法中队：已上

门调查核实，并要求店主规范经营，采

取有效措施降低噪声，杜绝噪声扰民

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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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女士：楼下开了一家夜宵店，每天

晚上营业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存在噪

声扰民问题，影响楼上居民正常生活。

我来办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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