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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9月20日，多位市民
向南通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和南
通日报社（集团）85110110新闻热
线反映，因我市崇川区洒水车作业
频率过高，导致近期多位市民在湿
滑路面摔倒。当日，记者从南通市
环卫处了解到，接到市民投诉后，他
们正在据情作出相应的调整。

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此事的一
位市民说，他家住在姚港路附近一
居民小区，近来，他发现在我市老城
区的姚港路、青年路、孩儿巷路、桃
坞路等路段，洒水车加大了作业力
度，密度和频次明显增加。不仅洒
水车在路面洒水，雾炮机也向空中
洒水，就连清扫路面的环卫工也在
用相关工具和设备喷水，这样一来，
导致路面十分湿滑，致使过往行人
特别是骑电动自行车的路人，一不
小心就会连人带车滑倒。

“20日上午，在姚港路一处路
段路边，我在现场特地留意了一下，
短短半个小时内，路边洒水车就来
回走了三趟，地面极为湿滑，”反映
此事的市民说，“我的一位亲戚从城

闸大桥经过时，由于桥面洒水后过
于湿滑，骑车摔倒，当场受伤。”

秋冬天气干燥，洒水作业净化
空气确有必要。但是，令市民不解
的是，明明有些路段地面上已经很
湿甚至出现积水，可洒水车还在继
续来回作业。

特别让人郁闷的是，就连阴雨
天气条件下，有洒水车仍在一如既
往地洒水。“这样做，真的很科学、很
合理吗？”多位市民就此提出疑问。

接到市民们反映的情况后，记者
与南通市环卫处投诉举报热线
81006008进行了对接和联系。工作
人员小何告诉记者：他们近期已经接
到来自市民的相关投诉，经向领导汇
报，了解到洒水作业频次增加的原
因，是根据上级部门要求，进一步优
化南通市区环境卫生水平、提高空气
质量，对此，敬请市民朋友多加理解。

在随后的进一步采访中，环卫
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
注意到市民反映的情况，对于洒水
车作业时间和频次，将据情作出相
应调整。 记者周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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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源、张译、黄志忠主演 《八佰》
刘亦菲、甄子丹主演 《花木兰》
汤姆·汉克斯主演 《邻里美好的一天》
里卡尔多·斯卡马奇奥主演《死无对证》
10月3日19:30——明星版相声《一壶二郭头》
10月15日19:30——话剧《再见徽因》
10月16日19:30——话剧《志摩有约》
10月23日19:30——内蒙古名家名曲专场音乐会
11月6日19:30——蝶舞翩跹》彩蝶女乐专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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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水车作业过密致多人滑倒
环卫部门：已接到投诉，正在酌情作出调整

晚报讯 当前，各地大学、高
校陆续开学，正值大学生返校集
中季。20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沿江支队一
大队获悉，连日来，该支队与南通
高速交警部门联勤联动，开展道
路运输执法检查行动，严厉打击
道路运输违法行为，助力大学生
返校。

前不久，执法人员在G15沈
海高速公路竹行收费站执法检查
时，查获一辆涉嫌非法营运的苏
州籍中型面包车。车上载有10
名乘客，给司机付费后，在苏州火
车站上车前往南通，而该车为非
营业性质车辆。经过交通执法人
员和交警现场收集确凿的违法事
实证据后，对涉嫌违法营运车辆

实施暂扣，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现场调查时，执法人员了解

到10名乘客均来自西藏，是省内
某高校少数民族学生。考虑到民
族团结和学生出行安全，当班中
队迅速向上级汇报，由交通执法
人员将学生们统一护送至学校，
与校方负责人对接，学生得到妥
善安置。

开学以来，沿江支队联合道
路运输执法检查行动严厉打击违
法道路运输行为，同时，联合执法
检查过程中加强了执法管理服
务，提高了乘坐道路运输车辆学
生的安全意识，为当前大学新生
入学、学生返校出行安全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李政润

晚报讯 9月20日下午，星梦
银KTV负责人从苏州赶到南通，向
记者介绍本报报道的“女子诱导少
年高消费”一事详情，强调涉事女子
并非该公司员工，并且，已就此事向
南通警方报警。

“这起事件的发生，给我公司声
誉、形象和口碑带来不良影响，公司
高层非常震惊，”9月20日下午5时
许，从苏州来到南通处理此事的星
梦银KTV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此
前，因为有人冒用我公司名称对外
招工涉嫌诈骗，我们已向警方报警；
没想到，这一次，又发生这样的事
情，实在令人气愤。”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前来采访的
记者：“今年8月中下旬，公司员工
发现有人假冒他们在外招聘，导致
有年轻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公司讨

要所谓‘报名费’和‘服装费’，甚至
还有在市区另外一家KTV工作的
员工，向星梦银KTV讨要所谓‘工
资’；事后经查证，系有人冒名进行
所谓‘招工’实施诈骗，为此，公司已
向南通警方报警。”

那么，此次，为何又有女子进入
星梦银KTV并实施诱导消费行为
呢？这位负责人解释：“经查证，涉
事女子身份信息不明，系通过美团
以低价预订星梦银KTV包厢，而
后，诱使他人前来进行高价消费。
由于店长在晚间7时才上班，因此，
他们选择下午生意较为清淡的时
机，利用管理上存在的疏漏环节实
施不法行为，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同时，也给公司名誉造成了严重损
害。为此，我们强烈谴责并向警方
报警。”

由于对来店客人的身份店方人员
无权查证，因此，给不法人员造成了可
乘之机。

“必须强调的是，星梦银KTV只
从事量贩式销售业务，严格遵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绝不允许涉及有偿性
陪侍服务，更不允许涉黄活动；对于不
法人员在该店实施的不法活动，店方
将积极配合南通警方、市场监督、文化
管理等部门对损害店方声誉和形象的
不法活动进行调查，同时，也吁请广大
市民擦亮眼睛不要轻信他人，通过正
当渠道来店娱乐消费。”采访中，星梦
银KTV负责人通过本报再次重申。

记者了解到，星梦银KTV除星光
耀店外，还有华强城店。当日下午，记
者获悉，这起事件目前仍在警方等职
能部门进一步调查之中。

记者周朝晖

“黑车”送大学生返校
交通执法联手交警打击非法营运

星梦银KTV负责人抵通澄清“诱导高消费事件”——

涉事女子非公司员工并已报警

洒水车在市区一条道路上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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