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热线

2015 年 11 月 24 日
责编 彭长香 美编 阎嗣昱 邮箱 dhbu7@126.com

A13

路灯杆黄龙刚现身，怎又
“归隐”
？
新郑 844 根路灯杆黄龙造型被拆引热议，建设方称因与设计不符
□记者 周广现 实习生 李松 文图

核心提示 | “新郑市交通局今年 5 月在中华北路 15 公里长的路段上安装了 844 根太阳能路
灯，8 月底安装完毕，当时路灯杆上方有一条黄龙的造型，从黄龙的嘴里伸出一根小杆，杆头上
安装着路灯，使用两个月后，效果不错，但不知道为什么，从 11 月中旬开始，陆续有人把路灯杆
上的黄龙拆掉，另换线杆，这样折腾，不是浪费吗？
”连日来，不断有新郑市民向本报反映。

停暖多天又被停电

贰号城邦业主
遭遇“雪上加霜”
□记者 李一川 实习生 李松
本报讯“农业路贰号城邦的暖气就热了一天就停供了。这么
多天，业主们四处打电话求供暖，可遭遇了热力公司和农业路快速
化项目部接连的‘踢皮球’。热力公司称暖气停供是农业路修高架
把管道挖断所致，而农业路快速化项目部则说应该找热力公司解决
问题。这两天气温骤降，这没暖气的日子要熬到啥时候啊？”昨日下
午，
贰号城邦 2 号楼业主王先生反映说。

现状：
大冷天，小区没暖气还停了电
近几日，郑州市农业路贰号
城邦的不少业主向大河报热线
反映停暖问题。昨日下午 5 时
许，记者冒着雨夹雪赶到贰号城
邦。小区 10 号楼下的物业部里
面挤满了前来询问情况的业
主。
“不单暖气没来，今天下午电
也突然停了！本来还可以用空
调取暖，现在家中的老人和小孩
冻得不行，只能让孩子们来物业
部写作业了。”小区业主冯女士
说。在物业部西侧的沙发上，三
五个小孩趴在那里赶作业。
在物业部，不少业主围着一

从路灯杆上拆掉的黄龙被扔在路边

位物业人员“讨说法”。该物业
人员证实说，目前遭遇停电的是
小区 2、3、6、7 共 4 栋楼。他们
已向供电公司反映了此事，对方
表示会抓紧时间抢修。
昨晚 9 时许，记者与贰号城
邦部分业主再次取得联系，了解
到之前停电的 4 栋居民楼仍未
来电，物业人员告知他们，可能
要到 24 日下午 4 时才会恢复供
电。
“ 没电，家里也没暖气，到现
在我们也没吃上饭，说饥寒交迫
一点也不过分。”一位业主无奈
地说。

路灯刚使用两个多月，线杆上的黄龙被换掉
昨天上午，大河报记者来到
新郑市中华北路，该路是新郑市
境内的一条重要道路，南北贯穿
新郑全境，长约 15 公里。只见
该路北段路灯杆上黄龙造型已
被换成一根小线杆，而路南段路
灯杆上的黄龙造型还未拆除。
在路边停着一辆大型工程车，工
程车上伸出一根长臂，长臂末端
的轿厢上站着两名工人，两人正
在拆除路灯上的黄龙造型。地
上放着几个拆下来的黄龙，黄龙

约有 1.5 米长，精致完好，造型可
爱，黄龙嘴里伸出的白色线杆约
有 1.6 米长。
“这黄龙造型蛮好看的，为
什么要拆除呀？”
“ 不知道，领导
安排让拆就拆。”两名工人边干
边说。
大河报记者注意到，由于拆
除很麻烦，两名工人干了一个多
小时才把一个黄龙造型拆下来。
“这些太阳能路灯 8 月底才
安装完毕，路灯刚用了两个多

月，黄龙就要被拆掉，换成造型
极其简单的小线杆，这不是瞎折
腾吗？”新郑市多名市民说，他们
晚上经常从这里走，路灯效果蛮
好的。
还 有 一 些 市 民 说 ，听 说 有
人认为线杆从黄龙嘴里伸出，
就像一个箭头射龙身，不吉利，
建议换掉。这些路灯是新郑市
交通运输局组织安装的，后来，
就有人过来把黄龙造型给换掉
了。

黄龙被拆掉，
直接经济损失 40 多万元
记者了解到，中华北路太阳
能路灯安装项目今年 3 月开始
招标，建设方为新郑市交通运输
局，中标单位是郑州市的一家新
能 源 科 技 公 司 ，中 标 金 额 为
2435 万多元。
新郑市中华北路共安装太

阳能路灯 844 盏，由于每年可节
约电费上百万元，节能效果显
著，8 月 25 日，郑州市的一家媒
体还曾经颂扬过此事。
有业内人士到现场查看后
说，从路灯上被卸掉的黄龙每个
价值应该在 500 元左右，目前已

被 卸 掉 的 黄 龙 约 300 个 ，如 果
844 根路灯上的黄龙全部卸掉，
直接损失就有 40 多万元，这还
不包括人工费用。而现在换成
的一根小线杆的费用恐怕只有
黄龙的三分之一。

一名工作人员，他不愿透露姓
名，他说，这批路灯杆原先设计
的不是黄龙造型，并表示路灯安
装期间，他去工地上看过。
“既然
你去工地上看过，为什么没有及
时制止？现在才提出来，会不会
像群众反映的那样造成资源浪
费？”记者反复问这个问题，但他
一直不予回答。
负责这批路灯安装工程的
郑州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的一
名工作人员说，路灯安装完成
后，新郑市交通运输局认为不好
看，让把黄龙换掉，换掉黄龙的
费用由该公司和新郑市交通局
协商解决。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起
典型的资源浪费现象，劳民又伤

在小区 2 号楼电梯间，张贴
着一份贰号城邦物业服务中心
的《关于供暖中断协调工作相关
进展的公告》。该公告说明，小
区物业是在 11 月 16 日突然接
到北区热力公司通知关闭主进、
回水阀门的，原因是勤工路与农
业路高架桥灌注立柱时破坏了
通往小区的热力回水管道（灌注
立柱是在非供暖期，管网没水，
没有发现管网被破坏），导致热
力公司的管网大量漏水。经与
热力公司沟通，了解到事发管网
在深 7 米的地下，并靠近热力主
管网，
维修难度大。
“我们物业方面一直与热力
公司及农业路快速化项目部进
行沟通，催促小区供暖恢复的事
情。目前，此事已有了初步的结
果。”昨日下午，贰号城邦物业部

一名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那漏水的管道是否在维修
呢？记者又以业主身份致电北
区热力公司客服人员。该客服
人员说，管道漏水是农业路快速
化项目部施工造成的，
“ 要维修
也是农业路快速化项目部维修，
你们得找项目部讨说法！”
对此，农业路快速化项目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事发漏水热力
管道是在他们的施工范围内，但
是否与高架桥施工有关，还暂无
法确定，
“今天，我们项目部与热
力公司方面进行了协商，我们将
协助热力公司人员抓紧时间恢
复漏水管道。目前，农业路和勤
工街交叉口已经圈起了围挡。
预计暖气管道的恢复应在五日
之内，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工期可
能会压缩到三天左右。”
K

简讯

黄龙为何如此“短命”，原因仍是谜
844 根太阳能路灯才投入
使用两个多月，黄龙造型又没有
什么质量问题，那么，为什么要
拆换掉呢？昨天下午，记者就此
咨询新郑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贾
桂芬，她否认了“因箭射龙身更
换黄龙造型”的说法。她说，因
为新华北路路灯杆实际安装的
和图纸设计的不一样，所以得返
工。
“ 路灯杆安装时怎么没发现
此问题？为什么使用了两个多
个月后，才发现和图纸要求不一
样？”对于记者的这个提问，她
说，她会安排该局工程科的工作
人员给记者解释，但工程科的工
作人员并没有主动和记者联系。
经过多方努力，记者联系上
了新郑市交通运输局工程科的

进展：
小区供暖，
预计五日内恢复

财，建议上级机关彻查此事，给
新郑市民一个交代。”北京师范
大学政府管理
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宋向清
说。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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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街道政协委员一行到
后牛庄城中村改造项目工地现场，对工地扬尘治理工作进
行观摩指导。街道政协委员一行查看了正在施工的建筑工
地，听取了街道政协工委主任李志超对后牛庄项目施工扬
尘治理措施的介绍，并就扬尘整治工作进行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