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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车辆
在增多，洗车场也在不断增加。7 月 10
日，记者对两城区的部分洗车场进行调
查发现，占道经营、污水随便排、无证照
洗车等乱象的洗车场不在少数。

大多洗车场无过滤池
当日，记者一路从玉碗井沿铁路立

交桥方向走到安运司，发现沿途不下 20
家洗车场，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家有自己
的洗车池和排水系统外，大多数洗车场
仅仅是在自己门前的空地上拉一根水
管，开一条小沟就开始洗车，而洗车产生
的废水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沿着小
沟排到了马路边上的排水沟里。

据一位从事洗车行业多年的陆先生
介绍，现在很多洗车场大多不会建过滤
池，“你们看到的滤水池那其实就是一条
排水沟，有的甚至下面就是一个池子，用
来回收废水。”陆先生说道。

之后记者走访了城北野毛井一带的
洗车场，跟玉碗井一带的洗车场相似，大
都是家庭式的作坊，一根水管，几条毛
巾，再加上自己家门前的空地就是一个
洗车场，大多数经营户是将水直接排放
到马路上或城市下水道。

在黄果树大街中段，记者发现一

个洗车场，这个洗车场并不大，最多只
能容下两辆小轿车并排，可是这里的
生意却相当好，总有司机把车开到这
里洗车。

可是在这个洗车场记者并没有发
现有任何排水设施，洗完车的脏水就直
接流到了人行道上，再加上车辆进出洗
车场碾压人行道，导致人行道的石板已
经破裂，污水还不停流向残破的石板，
导致石板长期被浸泡在洗车的污水里，
时间长了污水发臭，过往行人只得掩鼻
而过。

长期占用人行道
“怎么可以占用人行道经营洗车

呢？”家住野毛井的石女士早已忍无可忍
了，因为野毛井的这条路车流量较大，大
车也多，可是人行道几乎被两旁的经营
户占了，不是修车就是洗车，行人只能沿
着马路边，在各种车辆的车轮边上小心
翼翼的通过，很不安全。

在玉碗井，除了占用人行道之外，
徐先生和妻子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洗车
场流出的废水。徐先生对记者说，这里
开洗车场的都是一片一片的，废水都是
排进下水管道，有时废水中夹杂一些泥
沙或者垃圾，就把下水道堵了，“这样一

来很多废水不能及时排走，就集聚在下
水道，时间长了就发臭，特别恶心。”徐
先生说。

“洗车场建在路边，方便了车辆，却
影响了行人。”魏小姐对记者说，有时经
过洗车场时，洗车的水雾经常会溅到行
人身上，如果不想被弄湿衣服，那就得等
他们停下来的时候才能通过，真的很不
方便。

露天洗车场无证照经营
随后，记者从玉碗井沿胶泥坝方向一

直走到大关口发现，多日阴雨天气露出晴
天后，沿线的 20 多家洗车场有十多家正
在为顾客洗车，从表面上看，生意还算可
以。走进多家洗车场内一看，大多洗车场
都没有挂出相关证照。

在玉碗井，开洗车场的刘先生说，
他们属于露天洗车场，不知道能干多
久，于是就没有办理相关经营手续和
执照。据他了解，只有开设那种大型
专业汽车美容商店的才办理经营执
照，像他们这样的露天洗车场，大多没
有办理。

随后，记者沿西航路、普定路、黄果
树大街东段等路段走访了解到，几乎所
有的露天洗车场都没有办理相关经营证

照，只有汽车美容类洗车场才办有经营
证照。

部门:将加大监管力度
开发区城管局一工作人员说，他们

从5月份以来，已开始对辖区洗车场进行
摸底调查，已了解20 多家洗车场的情况，
待摸底完成后，针对无证的洗车场，无沉
沙池、乱排污影响市容环境的，将要求整
改或取缔。

西秀区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从2010 至2012年，向环保局申请开设洗
车场的有 20 家，但按照行业规定，只有 8
家勉强符合申请要求。西秀区拥有大大
小小的洗车场近 100 家，但绝大部分都
达不到要求。

两 城
区环保、城
管等部门
均表示，将
加大市区
洗车场规
范管理力
度，让洗车
行业规范
经营、持证
经营。

近日，家住西秀区东关办虹轴南社
区青山小区的徐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反
映，他们小区内的一条消防通道路面半
年来一直冒出污水，热天臭气熏天，雨天
污水横流（本报 7 月 4 日以《青山小区污
水横流》为题报道）。

7 月 10 日，西秀区东关办事处组织
协调多部门对该问题进行了解决，排污
沟改造施工方将于 7 月 21 日（下周三）进
场开工，用3天修复社区群众反映的流污
排水沟。

据了解，该社区青山小区一条从中
华东路分岔横穿青山区并通往新天地小

区的水泥路，道路中间今年年初以来一
直冒着黑色的污水，污水发出难闻的粪
水味；尽管水沟附近多家住户曾经3次主
动掏过排污沟，但由于工具过于简单，无
法彻底将其疏通修复。沟面盖着的水泥
板已经部分破损，横流的污水便从石板
缝隙中涌出，流向路边。

在虹轴南社区群众所反映问题的现
场，东关办创建办主任张红告诉对此问
题十分关心的社区居民徐先生等人，经
过下水道管网施工专业人员查看，由于
原虹机厂建厂时铺设的下水道管道较
小，而现在生活污水量增大，加上道路中

间的排水沟失修堵塞，车辆过往频繁碾
压，才造成排污沟水泥盖板被压塌，使污
水随意流出地面。

张红表示，修复工程将对涉及污水
溢出的 17 米排水沟进行彻底清淤，并新
增安装下水管道，再加固盖上钢筋水泥
盖板。而工程资金将由东关办、管理原
虹机厂资产的安顺国资公司、社区居民
和紧邻该社区的伍家关村委、辖区企业
筹集。

“再等几天，就不要整天闻粪水味
了。”青山小区住户杨女士高兴地说，“下
水道修好后，臭污水就不会再乱淌，无论

天晴下雨，大家都会有条安全卫生的好
路走。”

7 月 10 日上午 7 时，一辆白色的
新 14 路公交车在临时客运东站亮
相。记者从市客运管理公司客运科了
解到，从 7 月 10 日到 7 月 25 日，该公
司将对 12 米长的电气混合动力公交
车进行试运营。

目前，市客运公司已经引进了天
然气公交与出租车，并且取得良好的
运营效果，此次电气混合动力汽车试
运营，是为了查看该车是否适合在市
区运行，以便以后的电气混合动力公
交车的引进与使用。

“这个车子的节能减排效果还是
好，就光从客车东站开到双阳这一个
单边，都比现在运行的天然气动力的
公交车省一半的天然气。”公交车司机
李良文告诉记者，电气混合动力公交
车还配有空调，且安全性能较高，车门
如未关闭，车子将无法启动。

记者了解到，电气混合动力公交
车为 6 速手自一体，司机在行车过程
中，不用考虑路况手动换挡，此外，全

车电脑控制，要求司机注意力更加集
中，加大行车安全系数。

李良友还告诉记者，该车在正常
的自动运行中，40 码的速度行车完全
靠电力工作，只有当电力不足时，车子
的发动机才启动工作。“由于新车处于
定速整合期，限速在每小时 60 公里以
下，所以跑一个单边的速度要比现运
行的 14 路慢十多分钟。但是过了定
速期以后，车速最高可以提到每小时
100 公里，与现在 14 路的运行时间没
有太大的差距。”

谈到该车与其他车最大的不同
时，李良友用手指向驾驶座左边的一
排按钮：“一旦发生突发情况，需要破
窗逃生避险的情况下，只要按这个按
钮，整个车身玻璃会自动破碎。”除此
之外，该车的驾驶座前方有一个电脑
显示屏，可以使司机坐在驾驶座上了
解轮胎气压、车道偏离情况以及全车
的整体情况，便于司机及时检查全车，
保证行车安全。

我市连发溺水事故
一周内4 人溺亡

本报讯（记者 滕婷） 7 月 9 日，记者从市消防部门获
悉，自 7 月 2 日以来，短短一周内，消防部门共处置了 4 起溺
水事故，有4 人在此类事故中不幸身亡。

为确保游泳安全，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消防部门提醒
广大市民：一是不要独自一人外出游泳，尤其是孩子或上了
年纪的老人更不要到不知水情或较危险且宜发生溺水伤亡
事故的地方去游泳。二在游泳中如觉得身体不舒服，要立
即上岸休息或呼救。三是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部抽筋，千
万不要惊慌，可用力蹬腿或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按摩、拉扯
抽筋部位，同时呼叫同伴救助。

旧州政府专职消防队
正式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滕婷） 为进一步强化辖区社会消防工
作，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保护示范小城镇建设风貌成果，维
护人民财产生命安全，7 月 9 日，西秀区旧州镇政府专职消
防队正式挂牌成立。

作为示范性小城镇的建设地，旧州镇自专职消防队建
设工作筹备以来，受到西秀区委、区政府、市消防支队等有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市消防支队、西秀区消防大队多次深入
旧州镇进行实地调研，对旧州镇基本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根
据旧州镇实际调研情况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区政府
及有关部门，在专职队成立前，西秀区消防大队多次组织人
员对专职消防队员进行岗前培训。

据悉，旧州镇此次挂牌成立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共有9名
队员，划定营房，配有车库，按相关要求配置齐全消防器
材。该专职消防队成立后主要承担镇内消防安全巡查，全
镇的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初起火灾处置及重大事故中
协助消防部门灭火等职责。

政府专职消防队的成立标志着旧州镇消防工作社会化
水平、抵御农村火灾整体能力迈向新的台阶，有利推动了消
防工作社会化进程，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西秀区法院

宣判两起醉酒驾车案
本报讯（覃志康）日前，西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

两起“醉驾”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通过对醉酒驾车犯
罪案件的严肃惩处，警示、教育了潜在违规驾驶人员，起到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
不断高速增长，机动车驾驶人员也在大幅增加，这在极大方
便人民群众的同时，无视交通管理法规，违法酒后、醉酒驾
驶机动车的案件也在日益增多，严重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醉
驾”入刑后，通过政法机关多次专项打击治理行动以及新闻
媒体的广泛宣传教育，“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日
益深入人心，“酒后、醉酒”驾驶机动车案件大幅减少。但仍
有少数驾驶员安全观念淡薄，心存侥幸，给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2013 年 8 月 22 日晚，被告人梁某与同事聚会时，经不
住同事的劝酒，自认为晚上交警下班，喝酒开车不会被查
处，酒后驾车行至中华东路东门顶时被执勤民警查获，经检
验，被告人梁某属醉酒驾驶机动车。2013 年 12 月 31 日晚，
被告人罗某在参加完亲友的酒宴后，为发泄情绪，醉酒窜至
火车站强行将公交车驶出，阻碍其他公交车辆正常进出。

日前，经过西秀区法院审理，梁某被法院以危险驾驶
罪判处拘役一个
月 ，并 处 罚 金
2000 元。罗某被
法院以寻衅滋事
罪判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

为积极创新医务工作的服务模式，更好地为区域居民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西秀区开展“学医为民、服务乡亲”活
动，组织区人民医院的医护工作者走村入户为群众进行义
诊。7月10日，西秀区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普定县马官镇
马官村村委会搭起临时体检台，为村民们进行义务体检和
医疗服务。 □记者 田歌 摄

污染环境 占道经营 无证洗车

两城区洗车场该管一管
□早报记者 姚福进 实习记者 任端毅

电气混合动力公交车街头“亮相”
□早报实习记者 杨路平 文/图

《青山小区污水横流》报道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修复工程近期动工
□早报记者 吴学思

7 月 10 日，安顺实验学校幼儿园的小朋
友们在毕业典礼上跳舞。当日，该幼儿园举
行 2014 届大班小朋友毕业典礼，近 200 名小
朋友结束幼儿园的生活，即将进入小学开始
学习。 □记者 卢维 摄

自7月7日“中国流动科技馆”西秀区
巡展活动启动以来，每天都吸引大量学生
和家长前来参观学习。图为7月9日，前
来参观学习的学生。

□记者 滕婷 摄

1414路电气混合动力公交车亮相路电气混合动力公交车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