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 者11 2019年7月15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马洪超 徐 达 祝 伟
投稿邮箱 jjrbduzhe@163.com

mzjjgc@163.com

上门维修定价需规范
房清江

绿化带不是私人“后花园”
汪代华

汛期已至，对于如何有效防范和治理城市内涝，广大读者献计献策——

让 城 市 远 离 内 涝 之 患

当前，各地陆续迎来汛

期。这些年，每逢汛期，总会

有一些地方在暴雨之后出现

城市内涝。“在家里‘看海’”

“喜提‘内陆海景房’”等网络

调侃，提醒城市管理者必须

做好城市防汛这道考题。对

于如何科学推进城市建设，

更有效地防范和治理城市内

涝，一些读者来信提出了自

己的思考和建议。

积极建设海绵城市
曹建明

水系保护不容忽视
王宗征

筑牢防汛思想“堤坝”
汪世东

铸造城市“良心”工程
朱 波

做好儿童暑期看护

从 改 变 生 活 陋 习 做 起
彭国正

右图 为优化地下排水设施，更好地应对多雨暴雨天
气，江西省芦溪县近期对城区范围内的地下排水系统全面
检修。图为 7 月 5 日工人们正在检修该县洋田小区地下排水
设施。 易伟刚摄（中经视觉）

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各地城市越
建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可是，一到汛期
难免发生“城市看海”“街上游泳”“路边
捉鱼”“汽车变船”等景象，这无疑在提醒
城市建设者与管理者，城市发展不能只
拥有“表面的光鲜”。

客观来看，我国大多数城市坐落在
江河湖海之滨，不同程度地存在江河湖
水威胁隐患。而且，受气候影响，很多地
方雨季集中，夏秋为甚，也为城市防洪增
加了难度。但是，城市洪涝灾害在很大
程度上也与一些地方此前多年“重地上、
轻地下”的城市建设思路有关。城市高
楼越来越多，地面硬化造成可以渗水的

“毛细血管”减少。个别地方对下水道这
种看不见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一些城
市在建设中甚至截断排水管网，破坏城
市排水系统。一些城市的老城区排水系
统老化失修、淤积堵塞严重。

医治“雨天看海”的城市病，不能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尊重自然、尊
重科学，真正建设好城市地下管网。首
先，各级政府要把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放
在重要位置，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及各专
业规划，抓紧编制和完善城市地下管网
系统综合规划，突出规划的前瞻性、预见
性，科学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实施。其
次，要针对老城区现有地下管网实行全
面系统改造、修复和完善，提高其排水泄
洪能力，消除安全隐患。特别是在改造
前要有整体思路，一次性完善城市管网
主、次、支网建设，建立和完善城市地下
管廊电子信息管理系统，并纳入城市建
设档案管理，真正使地下管廊维护保养
经常化、程序化、制度化，彻底纠正“重地
上、轻地下”“重建设、轻管理”等错误观
念，真正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作者单位：安徽省颍上县政府督查室）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对防
灾、减灾、救灾持续加大投入。面对防汛
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各地各部门
应不断夯实防汛工作的思想“堤坝”，这
样才能打赢防汛硬仗。

长期以来，部分城市建设存在“重
地上、轻地下”的观念，排水设施建设
属“地下”范围，少数地方职能部门未
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大部分城市的
最低排水标准基本上定位于“一年或几
年一遇”，如果遇到“几十或上百年一
遇”的暴雨，内涝灾害就会出现。但
是，在遇到没有形成内涝的年份，就很
难有人认真关注城市排水系统问题。这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城市内涝的一大症结
所在。

对于看不见的下水道“隐形工
程”，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下大力气
解决。思想上重视，行动上才能落实。

由于近几年我国不断加大城市防汛工作
力度，但有人认为相关基础设施坚如磐
石，思想之弦没必要每年都绷得这么
紧。殊不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做最坏打算，才能争取最好的结果。
安全意识不到位，责任心缺失，是最
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宁可“十防九
空 ”， 也 绝 不 能 思 想 上 有 一 次 “ 放
空”。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防大
汛、抗大洪、抢大险意识，做好充分
的思想准备，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抓住大汛到来前的有限时间，早作安
排，争取主动。

每年 7 月份和 8 月份，我国大部分
地区将进入主汛期。各地必须夯实防汛
思想“堤坝”、筑牢防汛责任“堤坝”，把防
汛抗灾各项工作做实做细，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

（作者单位：四川省平武县龙安镇政府）

城市内涝，与原有天然绿地不断被
建筑物和非透水性硬化地面取代有很大
关系。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开展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取得了一定成绩。

通过在城市建设海绵型建筑与小
区，建设海绵型道路与广场和海绵型公
园与绿地，加强对河湖、湿地等水体保护
与生态修复，加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
设和易涝点改造，实施雨污分流，科学布
局建设雨水调蓄设施，使城市能够像海
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
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
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
释放并加以利用。

不过，建设海绵城市不能急于求成，
不能指望用几个月时间来设计和建设，
而是要以钉钉子精神，在城市管理和建
设理念上实现新突破。因为，城市的“海
绵”既包括河湖、池塘、湿地等水系，也包

括绿地、花园、可渗透路面等城市配套设
施，这样才能使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
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弹性”，
像海绵一样会“呼吸”。各地建设海绵城
市，可以先通过样板试点取得经验，然后
再全面推广，以减少不必要的“学费”支
出，减少对城市现有管线、管道的大拆
大建。

同时，通过建设海绵城市，强化城市
管理协同理念，尤其是海绵城市建设会
给城市地下原有水、气、电、通信等各类
管道和公共设施造成一定影响，需要这
些设施相对应的管理部门，树立一盘棋
思想、树立大局意识，消除“九龙治水”的
管理弊端，通过完善制度设计，有效协调
各方利益，切实推动海绵城市建设，大力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民众生活质量
和幸福指数。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戚机厂报社）

前些年，一些城市在开发建设中，对
湖泊、河渠、坑塘等地上水系设施缺乏应
有的重视，在房地产开发中挤占、建设其
他基础设施，甚至在局部水源污染治理
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人为侵占和
破坏地上水系设施的情况，以致一些城
市的地上水系设施相比以前呈现锐减态
势。城市地上水系设施的蓄水、排水、输
水等功能明显弱化，在雨季汛期难以起
到防洪排涝作用。

其实，城市地上水系设施，是城市不
可或缺的重要设施，是城市的宝贵资源，
不仅雨季汛期有利于防洪排涝，其水系
更是城市里的生态景观。因城市开发或
城区环境治理而挤占或毁坏地上水系设
施，其行为是短视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城市开发与建设，必须兼顾地上水系设
施保护，城市环境治理更要优先考虑地
上水系设施及水资源的优化，在注重保

护的基础上对其有效利用。
一是要摸清底数。要对分布于城市

的各种各类地上水系设施予以详细调查
登记，查清其来龙去脉，弄清楚在哪些方
面需要加以修补、完善。二是要完善优
化。对于城市已有的地上水系设施，既
不要随意侵占，也不能疏于管护，要珍惜
这些地上水系资源，认真落实管护责任，
在其功能完善和优化方面作出合理规
划，使其蓄水、排水、输水等功能和作用
在保障城市汛期安全和服务城市建设中
得到有效发挥。三是要协同管护。注重
营造城市地上水系设施保护和利用“一
盘棋”的思想，使全城各区域都把地上
水系设施保护重视起来，形成相关辖区
协同管护的工作机制和氛围，并强化监
管，实现地上水系设施共护、共管、
共建。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档案馆）

进入主汛期，已有个别城市不同程
度出现“看海”模式，不仅给市民生产生
活带来很大不便，而且还带来了一定的
安全隐患。城市出现内涝，除了市政建
设欠账太多、硬件不足等原因外，其实也
与某些市民平时不良行为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因为缺乏城市防汛排涝防患知识，
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市民随意将垃圾
倒入排水管网，在排水口堆放杂物，看似
一些小举动其实危害不小，垃圾堆积多
了，容易导致水体恶化，形成“死水”，还
加剧了排水管网的淤积堵塞，导致汛期
排涝不畅。另外，不少市民环保意识薄
弱，为图一时方便，将生活油脂、泔水等
随手倒入下水道，这些油脂、泔水进入城

市排水管网后不溶于水，大量聚集，形成
体积很大的堵塞物，加之这些堵塞物非
常难以清理，给城市排水管网造成了巨
大损害。

笔者认为，政府在加强城市排涝系
统建设的同时，还应结合文明城市创建
开展树文明新风活动，有效引导市民摒
弃陋习。首先，持续深入开展法规宣传，
让广大市民特别是餐饮商户明白保护排

水设施的重要性，增强依法达标排放的
自觉性和责任感，养成不向排水管网丢
垃圾的好习惯。

其次，主动将服务前移，加强污水、
污物处理设施建设，在人口集中小区建
立专门的垃圾回收站，给市民倾倒生
活油脂、泔水、建筑垃圾提供便利，保
证餐饮垃圾等有地方排放，能够“日清
日净”。

最后，要加强管理。要重点盯紧城
市排水大户，加强对占压、拆卸、移动、穿
凿等损害城市排水设施及其它乱排、超
排违规行为的监督管理，对破坏下水管
网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惩处一起”；对一
些乱倒油脂、泔水，导致排涝不畅的行为
要组织志愿者监管、提醒，做到及时发现
和有效制止。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城县委宣传部）

在一些城市小区，有个别业主会不自觉地将自家门前原
本属于公共绿化带的地方，用护栏围起来，铺上地砖，变成自
己的“私家花园”。此外，还有一些业主对绿化带“圈地开荒”，
一些小区的绿化带惨遭破坏。

其实，小区绿化带被住户圈地种菜养花，不是他们买不起
菜或者养不起花，而是某些城市居民缺乏公共绿地保护意识，
想把这块“宝地”为我所用，弄成自家的菜园子。尽管可能有
不懂法的因素，但这种损公肥私行为，折射出一些人公共意识
落后，为了一己之利而忘乎所以。

小区绿化带被蚕食成私人的“后花园”，也凸显出小区物
业对小区绿化带管理保护工作的不到位。可以说，正是相关
管理工作的缺失，才导致一些人毫无顾忌，肆意圈地开挖，“公
共草地悲剧”不断上演。

杜绝小区绿化带被随意侵占的现象，一方面应加强对市
民公共场所保护意识的宣传和教育，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另一
方面，有关部门应认真履职、积极作为，加强对小区绿地的管
理，及时制止那些蚕食小区绿化带的行为，限期恢复原状，严
肃处罚违法当事人，以儆效尤。

（作者地址：安徽省庐江县军二中路）

对于在城市生活的人来说，装修、安装、维修等问题越来
越离不开技术工人。请工人上门维修，方便快捷，但费用不
低，甚至“十元材料百元人工”的现象也并不少见。

当然，单纯从零部件价格来判定维修收费高低，并不准
确。因为，维修工上门维修服务多为个体户或兼职者，上门
维修服务属于小众服务，业务并不稳定，维修服务价格往往
需要按照月平均业务量、地方生活成本、具体工时等综合计
算。特别是安装维修类别的上门服务过程成本不能被忽略，
可能上门维修作业只有几分钟，但上门来回在路上的时间要
花费个把小时。从这些方面讲，维修工合理的工时收费应当
被尊重。

不过，维修服务收费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包括配件、材料
和人工费用需要明码标价，给消费者一个明白账。然而，多年
来，很多消费者对相关配件、材料价格缺少充分的知情权，个
别维修工在上门维修家电时，有意夸大故障和元器件的功能
与价格，从而收取远超与技术服务相匹配的收入。

虽然家庭维修上门服务没有垄断性质，服务价格由市场
调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要价，或者有意欺骗，对电器

“小病大修”。对维修服务市场加强监管，并不是要替代行业
市场服务，而是要对维修服务定价规则和透明收费等予以明
确和公开，并纳入到消费者权益范畴，帮助构建秩序。这样才
能更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更好地规范市场竞争，
倒逼维修服务市场更加规范。

（作者单位：湖北省嘉鱼县政协）

7月2日，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生在为高新三小学学生讲解心肺复苏急救知识。暑假来临，
新余市各中小学校积极开展暑期安全教育，通过现场讲解、模
拟演练等方式，向学生讲解防溺水、意外伤害等救护知识，提
高中小学生安全意识。 凌厚祥摄（中经视觉）

6月28日，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龙河村，在一个专门为农
村留守儿童打造的免费兴趣托管班上，中建二局的志愿者正
在给小朋友们上心理辅导趣味课。 崔 力摄（中经视觉）

上图 河北省迁安市是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县级市，2017年
以来，该市实施了189个海绵工程，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
工程设施，86%的主城区实现海绵化改造。图为当地海绵城市
工程建设施工现场。 陈 儒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