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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投诉：玛田娱乐会所真“牛”！
记者调查：路灯让道有法可依；钟楼城管正在处理扰民射灯

不仅让路灯“移位”，还私自安装射灯，扰人正常休息———

【读者诉求】

名骏家园的刘先生等居民日前气愤

地向本报群工部反映，最近他们家附近的

莱蒙电脑城
&'

楼开了一家高档
()*

会所，

本来与周围居民没啥冲突，可这家会所实

在太牛了，竟然私自把门口的路灯锯掉，在

路边安装了两盏射灯，射灯的强光搅得周

围居民晚上无法入睡。为这事，他们已多次

向市创建办、市建设部门反映过，并通过新

闻媒体来呼吁，为周围百姓讨个说法。

【现场调查】

%

月
$+

日，记者在莱蒙电脑城
&'

楼

的玛田娱乐会所门前看到，会所大门两

侧的两盏射灯正好与道路上的路灯排列

成一线（如图）。市民朱先生告诉记者：

“在两盏射灯的中间，原来是路灯的位

置。会所为了开张营业，私自把它给移

了。”旁边的黄先生接过话茬：“现在，建

设部门都说这路灯移位是经过审批的，

可申请报告与审批报告的时间有出入，

哪有‘审批在前，申请在后’的道理，就算

是经过审批，为何明明批的是移
,

米，结

果却移了
-

米多？再说，商家能否在主干

道上竖射灯？有没有相关规定？我们就想

对这些事弄个明白。”

【部门回音】

沿街商家为了自己吸引别人的眼

球，就能让原有的路灯“让位”吗？常州市

城市照明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常州市

玛田娱乐会所的正门口原有一套庭院

灯，对人员出入存在一定影响，
.

月
!

日，

会所向城市照明处提出了“要求庭院灯

进行移位”的申请。接到这一申请后，他

们便派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查勘，在不

影响城市照明水平的前提下，确认该套

庭院灯可向东移位
,

米并完成了施工图

设计。作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我市《服务

企业关爱有加 支持企业攻坚克难》的

会议精神，以及常政发【
!"",

】
/-

号《常州

市市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办法》第

三章第四条的规定：“确需拆除、迁移、改

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或者在施工中可

能影响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完好及安全运

行的，应当事先向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

构申报，并由具有

相应资质的施工单

位对有关城市道路

照明设施予以拆除、迁移、改动或者采取

保护措施。所需费用由申报单位承担。”

对于玛田娱乐会所门前的路灯审批

移位
,

米，而实际移位
-0%

米的情况，该负

责人称，是因为在施工位置
,

米处已设置

了楼宇景观照明灯杆，影响路灯基础和

管线的施工。于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进行了设计变更，将该套庭院灯向东迁

移至
-0%

米处。经现场测量，迁移后的这

片区域平均照度和均匀度均符合《城市

道路照明设计标准》中关于照明水平的

要求，分别为平均照度
'10,.

勒克司、均

匀度
"0.,

。至于居民们质疑的“审批在

前，申请在后”这一问题，市城乡建房局

相关负责人称，这与申请人不熟悉流程

有关。审批部门为方便申请人，采取了审

批和补办手续同步进行的方式。

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其实，路灯照明管理部门每年都接

到企事业单位申请要求迁移路灯的情

况。因为，在商业街区或其他地方，照明

设施对生产、经营和出行造成影响确需

迁移的，企业或个人都可向城市照明管

理部门提出申请，仅今年上半年，我市已

对
!$

处路灯进行了迁移和拆除，如龙江

路上的江苏中天凤凰电器城置业有限公

司汽配市场公司门前的路灯移位；高新

区龙虎塘街道办事处门前的龙栖小区路

灯拆移；衡山路上常州艾迪航空铸造有

限公司门前的路灯移位；创新大道上江

苏宝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门前路灯拆

移；汉江西路上常州天力兰宝科技有限

公司门前的路灯移位等。对于申请要求

路灯拆移的，他们将从大局考虑，按照服

务企业、方便市民的总体精神，根据相关

管理办法和规定进行审批。经审批核准

后，再施行路灯拆移。

对于居民提及的两盏射灯扰民一

事，记者采访了钟楼城管行政执法大队。

据介绍，《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
!-

条规

定：“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

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方可建设。”早在
.

月
!"

日，钟

楼城管行政执法大队便对玛田娱乐会所

发出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其自行

整改，恢复原状；
%

月
+

日，钟楼城管对玛

田娱乐会所又发出了《核查通知书》；
%

月

$,

日，钟楼城管对玛田娱乐会所再次发

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要求其在规

定时间内改正，并罚款
/,"

元。若玛田娱

乐会所仍然不进行整改，拒绝自行拆除

两盏射灯的话，钟楼城管将依法对其发

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直至申请法院强

制拆除。 秋冰 摄影!张海韵

屠宰场终于搬迁了
! ! ! !

本周，政风热线开始回访，看职能

部门的承诺究竟兑现了多少。
%

月
$+

日，记者回访发现，金梅花园旁的屠宰

场终于搬迁了。

反映此事的是家住金梅花园北区

'.

幢的孟师傅，早在
!""+

年小区刚交

付后，孟师傅就住进了金梅花园，可三

年来没一个晚上睡过安稳觉，原因是他

家的旁边有个屠宰场，噪音和气味让他

的生活苦不堪言。小区居民曾多途径反

映过此事，总答复屠宰场要搬迁，可就

是光打雷不下雨。
,

月底，高新区政府

相关领导走进政风热线时，孟师傅再次

拨打热线反映此事，相关负责人当场表

态，他们已经选定了屠宰场的新址，目

前新厂房已经建设完成，正着手准备搬

迁。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高新区商务

局贸易处处长刘志青说，新的屠宰场就

差一些环评手续了，只要环评手续一

好，屠宰场就可以搬迁了。

%

月
$+

日，政风热线记者和刘志

青处长再次来到了三泉食品有限公司。

刘处长说，接到金梅花园居民投诉后，

高新区政府领导立即召集相关部门进

行了协调，
.

月
-

日，市农林、环保、商

务部门对这一屠宰场进行了联合验收，

.

月
$"

日，通过了相关审批手续，
.

月

$$

日，三泉屠宰场正式搬迁。新的屠宰

场正式投入使用后，金梅花园旁的老屠

宰场便同步关闭。事后，他们也到金梅

花园小区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居民对

这样的处理结果比较满意。

脱落护栏已经修好
! ! ! ! ,

月
!.

日，大地宾馆职工万师傅

拨打政风热线，称前年进行“三河三

园”改造时，为了城市美观，特意在关

河两边全部装上了新护栏，可才两年

时间，护栏就出现了松动脱落现象，而

且这些护栏锈迹斑斑，只要一下雨，到

处都是黄色的锈水。

根据反映，政风热线记者随即联

系到现场施工管理人员朱智洪，他在

查看现场后称，护栏脱落的现象确实

是由于他们施工不注意导致的，并承

诺，他们会花两周时间对“三河三园”

沿河所有护栏进行一次巡查，发现问

题立即整改到位，确保市民游览“三河

三园”时的安全。

%

月
$+

日，记者回访时发现，当初

松动脱落的护栏已经整改好了。“三河

三园”施工单位负责人成纪伟告诉记

者，他们单位承包的线路是从青山桥到

新丰桥。接到投诉后，他们立即赶到现

场，对那些护栏接头都用胶进行了加

固，今后，他们将加强日常管理。同时，

市民若再发现护栏松动脱落现象，可以

直接和城建局联系，城建局会在第一时

间通知施工单位前去修缮，至于护栏出

现锈斑的情况，他们也已通知了市政部

门，市政部门表示，会有相应计划对全市

的护栏进行出新。据了解，新一轮的出新

工程已经开始，河边护栏包括其他路段

护栏都会在近期

内油漆一新。

一芳 政风热线

! ! !$

果子! 前两天在南

大街办事!侥幸心理!没带

伞"结果忽然雨就大了"步

行电梯上!站我后面的小女生!特意把

伞向前伸了一点! 让我也免淋了好多

雨!真是个善良的小姑娘"

$%&'%((

莱恩李!

昨天早上从路桥那过马

路! 我从路桥的北大门那

直接过了# 儿子却绕道到局小南门口

的斑马线过! 一边走一边还说$%要走

斑马线" &当时我的脸好红呀'''

$

洛洛! 小时候!我

记得小区里到处都是 %广

玉兰&!到了夏天就闻到淡

淡飘香!爸爸喝的啤酒也是%广玉兰&

牌的()梧桐树! 也只在旧小区可以

见到了"曾经!这些都表示这个城市的

季节!现在越来越少了"

$)*+),

! 这高铁北站

功能设计不便民" 社会车

辆停车场与出站口一东

一西 !太不方便了 !难怪

很多车不进停车场! 就路边停着!看

上去乱的"

$

微笑!

!"

路公交车

载电视! 除了广告就是赶

集网的驴叫' 能不能插播

点有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内容呢*

（请见报嗲友将有效通讯地址告

诉我们，以便及时发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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