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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环境造成污染，不得直接向城市地下管道排放油烟。但

因良心私房菜商家拒不改正，故东市街道办事处对其排烟

设备进行了拆除。

余先生 17779396500 信州区
老火车站的大茅山宾馆入口至 19

路公交站台没有路灯。

收到问题反映后，我局多次与余先生联系，但手机始

终无人接听，至今尚在联系中。同时，我局立即安排路灯

管理所负责人前往现场勘察，市民余先生所反映的大茅山

宾馆入口至 19 路公交站台没有路灯这一情况属实，10 月

份我局将安装完毕。

邱女士 15270354300 信州区

带湖景苑小区门口的红玉天香酒楼的油

烟直接往外排，厨余垃圾直接倒在小区

垃圾桶里也不盖好，对小区居民影响很

大。

9 月 23 日上午，我局安排信州区城管局北门中队就

此情况现场勘察了解到，9 月 22 日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已到现场对“红玉天香酒楼”的油烟直接往外排情况提

出整改方案，业主已明确答复按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要求

对油烟排放问题进行整改到位；对厨余垃圾清理问题，负

责厨余垃圾收运公司已和业主进行对接，并承诺上门收集

清运厨余垃圾。

匿名 广信区

广信区和锦园小区 33 栋 2 单元有人

正在违规搭建阳光房，而且小区存在很

多这样违规搭建的阳光房，希望城管部

门去处理一下。

我局 9 月 22 日督办广信区城管局予以解决，根据该

群众提供的线索，广信区城管局已组织力量将和锦园小区

33 栋 2 单元违规搭建的阳光房拆除到位，对小区内其它

类似违规存量阳光房，下一步将加大摸排力度，发现后将

依法依规拆除。

方先生 13979325157 信州区

滨江路的两旁挖了很多坑洞，既不美观，

还影响了市民的交通出行，想知道这些

坑洞什么时候能被修复。

我局已与方先生取得联系，向其解释该坑洞是滨江路

路灯提升改造项目所施工的路灯坑洞，此路灯改造项目于

8 月中旬开始施工，预计 2021 年底完工。针对市民所提

出的坑洞影响出行及安全等问题，我局已督促施工方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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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后会设立警示标志以及用木板覆盖检查井，切实做好安

全防护工作，以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徐先生 18720398715 信州区
安平路正在进行管网改造，想知道具体

什么时候能完工。

我局已与徐先生取得联系，向其解释安平路雨污管网

改造是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提升工程的一部分，该项目

7 月开始施工，争取于 10 月份完成现有工作面的作业，

拆除围挡，恢复通行。该项目完工后沿线小区的生活污水

将统一进入新建的污水管道，再经解放河截污管道，最终

进入新建污水处理厂中，彻底实现雨污水分流，提高城区

污水收集处理效能与防涝能力，显著改善城区人居环境。

徐先生表示理解与支持。

陈先生 18827931588 信州区

自己是公园道 1 号小区的业主，小区周

边经常有流动的早餐摊点，感觉卫生不

太好，希望城管能加强管理。

收到问题反映后，我局每天安排执法队员对公园道一

号周边进行巡查，秉承人性化管理的理念，执法人员对摊

点进行了劝离，也适度采取了行政处罚。今后，我局会加

大宣传和管理力度，全面提升小区周边环境。

徐女士 15970359802 信州区

自己在水南街开了一个服装店，现在想

转让，要在玻璃门上贴转让单，但是城

管又不让贴，不贴的话，不知道店面该

如何转让出去，觉得城管的这种管理不

人性化。

按照《上饶市城市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禁

止在指定公共张贴栏之外的场所和设施张贴、涂写宣传

单”。为了有效转让店面，我局建议：一是可利用朋友圈

或者抖音等方式发布转让信息；二是在店面所在社区的公

共张贴栏内贴宣传单；三是可以将转让信息制作成美观的

宣传海报，以展架形式放在店内。

蒋女士 18070320030 信州区

自己骑电动车前往地区医院看病，医院

门口停车很难，很多电动车都是乱停的，

导致自己停在门口的车子被城管给拉走

了，希望城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规范

共享单车解决了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但也带来

了乱停乱放的问题，城管部门为解决乱停乱放问题也想了

很多办法。今年按照市创文指挥部的要求，城管部门按照

应划尽划原则，在市中心城区主次干道施补划了部分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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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门口停车难，乱停车等问题。 动车停车位。针对医院、学校等人员密集区域，安排了城

管执法人员定点值守，通过小喇叭语音提醒市民规范停

放。同时，对车辆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不改

正的，由城市管理部门处 50 元罚款，将车辆拖离至指定

场所。工作人员在拖离车辆后，会在地上用粉笔留下联系

方式，并告知医院工作人员。如果车辆被拖离，市民可以

到城管支队接受处罚，并到万达广场旁停车场取回车辆。

朱先生 13607939301 信州区

环球商务城旁，以及城区很多绿化带拐

弯处的树木太茂盛了，长得很高，遮挡

住视线，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

关职能部门能重视。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园林绿化管理工作的关注、关心。

近年来，我局就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做着积极的努力。自

2017 年开始，我局与市交警部门建立了工作对接联动机

制，由交警部门定期梳理出中心城区因绿化带植物长势过

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道路，由我局做出科学合理的计划

进行分期分批的修剪处理。去年以来，我局对一些人、车

流量较大的主要路口如三清山大道金龙加油站路口、广信

大道市公安局路口绿化带端口遮挡视线的 10 余株红叶石

楠柱和广信大道电视台门口 40 多平方米的小灌木全部移

植，改种兰花三七和麦冬；对上饶大道、凤凰大道、广信

大道等道路交叉口绿化带端口的红叶石楠球、红花继木

球、小叶女贞球等球类植物进行重修剪，对小灌木由原来

的 120cm 高度修剪降至 80cm，降低对沿路机动车驾驶员

的干扰；今年，我们移植了凤凰大道鄱阳路口铁树 5 株，

凤凰大桥桥头红灯处花坛改造硬化一个车道位置缓解交

通压力等等。

今后，我局将继续与交警部门对接，把道路绿化带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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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植物修剪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开展，将植物高度修剪、

维持至 60cm 以下，避免因植物长势过高引发交通安全事

故。

广信区

茂林天润小区内部采光井区域存在严重

违规搭建，广信区城管局回应说难以解

决，请求解决？

收到问题反映后，我局迅速向广信区城管局下发督办

函，广信区城管局于 09 月 22 日介入调查处理。经调查，

该小区部分业主占用采光井违规搭建情况属实（主要为

2015 年、2016 年违规搭建）。该小区业主反映，在购房时

开发商有诱导其占用采光井行为，致使从 2015 年以来陆

续有业主占用采光井乱搭乱建现象（开发商和物业公司默

许）。广信区城管局现已对非法占用采光井业主进行深入

调查取证，后期将对影响安全的坚决拆除，对于可以补办

手续的按要求完善手续，下一步，我局将会督导广信区城

管局依法依规处理完毕。

信州区

佳利商城业主楼顶开裂，想加盖防雨层，

街道和区城管局相互踢皮球，且佳利商

城存在大量违建，请求解决？

因佳利商城建设使用年限长达二十余年，且房屋建设

质量比较差、户型结构复杂，所以对斜坡顶审批难以实施

统一规划。近期我局就佳利商城业主反映问题召集信州区

城管局、北门街道、东都社区、物业管理单位召开协调会，

对佳利商城楼顶开裂、漏水严重问题提供两种解决方案：

一是采用做防水或考虑建设光伏发电等方案解决；二是由

北门街道办事处尽快对符合建斜坡顶条件的业主进行审

批。

信州区 丰溪路道路破损严重，请求解决？

前进桥至实验小学全长 1708 米，道路多处破损、开

裂。对此情况，我局高度重视，今年已将丰溪路改造列入

市政府城市功能品质提升项目中，由于丰溪路是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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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当初建设时为高填方设计，路基存在沉降，并且已

超过沥青使用寿命。近两年来，我局一直对丰溪路进行维

修，尤其今年雨季后，丰溪路路面坑洞、开裂超过了往年，

我局将加大维修力度以保证车辆安全通行！

丰溪路路面及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前期已完成勘察、设计、

发改委可行性研究审批，自然资源局规划审批，施工图图

审，进入预算编制阶段，在通过财政评审及造价审核后，

我局将尽快组织招投标，争取在 11 月初开工建设，力争

在明年开春前完工。

玉山县

玉山县冰溪街道三三联城公寓公共逃生

通道被堵，向玉山县城管局反映 40 余

次，每次回复都说依法依规处理，正在

推进中，2021 年 9 月 16 日换成防盗门，

安全隐患为消除，请求处理？

经调查，2020 年 9 月底接群众反映冰溪街道许家社

区三山连城公寓投诉举报一事后，玉山县城管局执法大队

立即派执法人员到现场核查。三山连城公寓 50 号 2 栋四

单元 501 室（裴治军户）因阳台漏水反映 601 室（刘静户）

封堵消防安全逃生通道及露台违法搭建。该户违法搭建于

2017 年，属于存量违法建设。执法大队和冰溪街道、许

家社区多次上门调解纠纷，并结合城管进社区活动通知三

户当事人到许家社区解决矛盾问题，无果。

玉山县城市管理局陈敏伟局长分别于2020年 11月 23日、

2021 年 3 月 26 日、2021 年 6 月 25 日组织颜利生大队长

等相关人员到现场协调处理市民反映的玉山县三山连城

通道被堵的问题。

2021 年 3 月 16 日玉山县城市管理局法规股牵头，杨树辉

副局长参加，执法大队周恩世、毛建辉一起与消防救援大

队董参谋共同讨论 601 室封堵的消防安全通道一事，消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