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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公共车位被私人占用
部门回应：将进一步加强整治管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私家车
越来越多，停车位也越来越紧张，
特别是城区，公用车位有限，找车
位让不少车主们头疼不已。近日，
有不少市民反映，小区里的公用停
车位，常常被私人占用，要么装了
地锁，要么设置障碍物，导致有空
车位却停不了车。对此记者展开了
走访。
根据市民爆料，记者首先来到
玉城街道建设路小区，这个小区的
居民楼之间的绿化带位置，有不少
公共停车位，在建设支三路 45 号业
主门前，记者就看到停车位上没有
停车，但摆了水泥墩子和三角锥。
业主李大爷向记者解释，自己

的房子周围有 5 个停车位，他想占
其中 1 个用来停放自家的车。
除了李大爷，整个小区内，记
者发现有五六个停车位被私人占
用，占车位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
地锁、二维码锁、水泥桶、自行
车、电动车……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公用车位变成了“专用车位”
“私人地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占车位的
人也不是别人，就是小区的业主。
“我们小区居民，应当有停车的优
先权。”业主张大爷抱怨，周围街
面停车位少，外来车辆都往小区里
停，不仅让不少住户无处停车，外
来车辆还经常乱停放，导致小区里
交通不便。
业主陈大爷告诉记者，建设路
小区共有 130 多个公用停车位，业
主私家车约 100 辆，车位是有一定
空余的。不过，由于建设路小区是
开放式小区，又地处市中心，外来

修路扬起灰尘，及时洒水处理
车辆往来频繁，虽然出入口设了挡
车杆，但由于缺乏管理形同虚设，
车辆仍可以随意进出小区，导致小
区内停车秩序混乱，业主就想出了
占车位的法子。
不止建设路小区，城区内不少
居民小区、街边道路也都存在这样
的私自占用公共停车位的现象。房
前屋后的空地、划线停车位上，竖
牌子的竖牌子，放石墩的放石墩，
用各种办法占车位。
对于这种将公共车位占为己用
的行为，市民也有不同的意见。有
人觉得，公用车位是可以反复利用
的，私占后就失去了利用空间，浪
费公共资源。但也有人表示，自家
小区的车位被外人停，业主自己却
无处可停，心里难免有些不平衡。
记者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
中队了解到，城区范围内，这种
“花式”占用公共停车位的现象还
真不少，玉城中队每年都能接到不

少关于公共停车位被私占的市民投
诉，每年也依法清除了上百个私设
桩位，但效果并不理想，反弹情况
严重，仍需进一步加强整治管理。
依据 《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条
例》，对于这种侵占道路或公共停
车位的行为，执法部门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而居民若在房前屋后摆设
障碍物，影响到市容面貌的，也将
依据 《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 进行处理。
编后语：公共资源，任何商家
或 个 人 都 无 权 “ 独 占 ”。 停 车 再
难，但秩序不能乱，文明不能丢。
对于开放式小区，加快应用车辆识
别系统等数字化管理手段，做好限
流，能够更科学有效地利用好公共
车位。而要破除两难局面，除了市
民素质、管理手段要齐步跟上，如
何利用城区有限空间，增加立体停
车位等问题也值得探讨。
张馨 梁裕哲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玉城街道涌金路目
前在修路，期间车辆经过扬起灰尘，建议有关部门及时给路面
洒水。
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回复：我公司对相关情况进行了
解，目前浇筑完道路垫层正在养护期，已安排洒水控制扬尘，
预计月底前浇筑沥青。

娱乐场所营业时间有规定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咨询：玉城街道玉兴东路
某 KTV 表示，店里的打烊时间为凌晨 2 时，且该时间为统一规
定，现咨询是否有相关规定。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回复：根据 《娱乐场所管理条
例》 的规定：“第二十八条 每日凌晨 2 时至上午 8 时，娱乐场所
不得营业。
”KTV 属于娱乐场所，故要在凌晨 2 时结束营业。

路灯不亮，及时修复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咨询： 龙溪镇凤凰
村渡头至长教嘴的 226 省道，该路段的路灯均已不亮，影响市民
夜间通行，建议相关部门及时修复。
市路灯管理所回复：经现场勘查，发现反映的情况属实。
已经通知工作人员进行路灯维修，现已经维修完毕。

安装隔油池的相关文件规定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咨询玉城街道所有
餐饮店是否都需安装隔油池，以及相关文件的规定？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复：根据市“五水共治办”和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联合发布的 《玉环市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实施方案》（玉综执发 〔2018〕 32 号） 的要求，“六小行业”（包
括餐饮业、美容美发业、宾馆业、足浴业、洗涤业、洗车业）
属其他类“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为玉环市十大重点污染源之
一，按照行业标准和规模等要求规范设置三格式隔油池、毛发
过滤装置等预处理设施和污水纳管。即餐饮店油污水需经过隔
油池污水预处理设施后方可排入污水管网，且隔油池应做好日
常定期专业清掏和油污回收处置。

“小候鸟
小候鸟”
”乐学用电知识
7 月 29 日，龙溪
镇第十三届小候鸟夏
令营亲情课堂里，国
家电网玉环市供电公
司青年、党员、工会
志愿者们正在指导
“小候鸟”们做连接
电路、静电感应起电
等实验，让“小候
鸟”识电、懂电、安
全用电。

关于玉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柯寿建
现场接听 12345 热线电话的公告

2020 年 8 月 5 日 （星期三） 上午 9：00—10:30，玉环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柯寿建在我市 12345 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中心现场
接听电话，受理我市发展改革、司法、国有资产管理、人事、劳
动和社会保障、应急管理、统计、对台经贸合作、重点工程、服
务业、海洋经济等方面的投诉、意见、建议及相关政策法规咨
询。
欢迎广大市民届时拨打 12345 热线电话。

詹智 摄

玉环市 12345 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中心
2020 年 7 月 30 日

心理健康培训为驾驶员减压

民警助力暖人心 千里寻亲终相聚

近日，来自湖南的两名男子来
到沙门派出所寻求帮助，希望民警

帮助他们寻找失踪了 7 年的家人阿
勇。在民警的帮助下，两人终于找
到了阿勇。
据了解，前来寻亲的两名男子
一个是阿勇的侄子，一个是阿勇的
姐夫，据他们介绍，当年阿勇因为
和家人争吵负气离家出走，7 年来
他们找了不少地方，但都渺无音
讯。近日，他们听说阿勇在大麦屿

街道打过工，就不远千里来到了大
麦屿派出所寻求帮助。最终，在大
麦屿派出所民警查出了阿勇曾在沙
门镇出现过。两人就来到了沙门派
出所。
沙门派出所的民警郑祥伟根据
调查找到了阿勇，但阿勇态度坚
决，一直不肯与家人见面，这让郑
祥伟很是意外，于是找到阿勇谈

玉环市城区路灯杆春节期间灯箱广告位经营权拍卖公告
受玉环市公用事业管理处委托，对位于玉环市城
区路灯杆春节期间灯箱广告位三个月经营权进行公开
拍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为坐落在玉环市城区路灯杆春节期间
灯箱广告位三个月经营权，其中：
①号标的城北大道 146 杆，起拍价三个月租金
（含电费） 2.19 万元，保证金 1 万元。
②号标的文旦大道 （高速入口到黄坭坎隧道）
212 杆，起拍价三个月租金 （含电费） 3.19 万元，保
证金 1 万元。
③号标的榴岛大道 （环城路口到坎门水龙红绿
灯） 101 杆，起拍价三个月租金 （含电费） 1.515 万
元，保证金 1 万元。
④号标的珠港大道 （皇庭丽晶到大润发超市） 44
杆、双港路 （皇庭丽晶到坎门水龙路口） 70 杆，共
114 杆，起拍价三个月租金 （含电费） 1.71 万元，保
证金 1 万元。
⑤号标的泰安路 （东风大酒店到玉环大剧院） 26
杆、车站南路 （玉环大剧院到法院红绿灯） 71 杆，共
97 杆，起拍价三个月租金 （含电费） 1.455 万元，保
证金 1 万元。
⑥号标的长治路 （南一路） 11 杆、长兴路 （南二
路） 30 杆、长乐路 （南四路） 16 杆、康育路步行街
（南二路口到南四路口） 39 杆，共 96 杆，起拍价三个

月租金 （含电费） 1.455 万元，保证金 1 万元。
⑦号标的广陵南路 （交警大队到珠港大道） 57
杆、外环西路 42 杆，计 99 杆，起拍价三个月租金
（含电费） 1.485 万元，保证金 1 万元。
上述灯杆数量如与实际实地有出入的，以实际实
地数量为准详见竞买须知。
二、竞买人为独立法人资格的广告业企业。
三、拍卖方式：采用未设保留价的增价拍卖形
式，拍卖以最高应价者成交。
四、展示时间：2020 年 8 月 5 日—6 日。
五、拍卖时间、地点：2020 年 8 月 7 日上午 10 时
在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二楼 201 会议室。
六、报名时间、地点：欲购者请带营业执照、法
人身份证、公章和保证金 （不计息） 在 2020 年 8 月 6
日下午 4 时前 （节假日除外） 到玉环市城中路西门大
厦与消防队中间弄堂第二排台州维邦智慧公司内办理
报名手续，未中拍者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三个工作日
内退还 （不计息）。
七、工商拍卖监督电话：87230406
联系电话：87213312
13706557816

浙江双赢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0 日

心，终于解开了阿勇的心结，同意
与家人见面。
郑祥伟将三人的见面安排在了
派出所，并把阿勇接到派出所，经
过深谈，阿勇终于同意给远在湖南
的家人打电话报平安。事后，阿勇
和前来寻亲的家人再次返回派出
所，并送上水果，感谢民警帮助他
们一家人团圆。
柯韫珮

近日，玉汽集团专门邀
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安妮
老师，以“守护心灵旅途，
开往幸福家园”为主题，为
200 多名驾驶员进行了心理健
康知识培训。
培训课上，安妮老师结
合具体事例和交通运输行业
的特点，从心理健康的十条
经典标准进行具体讲解，有
针对性地为驾驶员进行专业
的心理疏导，有效地化解大
家的困惑和烦恼，让他们学
会调节自我情绪，保持良好

平稳的心态，做到平安驾
驶、安全出行。
通过此次培训，广大驾
驶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将
自觉调整心态，及时释放压
力，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
到工作中。玉汽集团安全管
理人员也表示在今后工作中
会更多关注驾驶员的心理健
康问题，利用所学知识及时
对驾驶员进行心理疏导，引
导他们保持乐观向上、积极
健康的工作心态投入到工作
中。
江丹红 李孙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