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邻居狗叫不停
老人血压升高

本报讯（记者 李月娟）近日，省城北气象巷
社区居民王老太找到社区工作人员，希望社区维
护她的休息权，因为邻居家的宠物狗叫个不停。

王老太住一楼，和邻居一直相安无事。前几
天，邻居家养了一只狗，动不动就在家里叫，两
家是隔壁，狗狗一叫，老人就听到，一天听到晚，
王奶奶受不了。“这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老人
本来身体就不好，被狗叫这么一折腾，这几天血
压都升高了。

“邻居家的狗狗可能是临时带回来养的，
北气象巷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去做工作时， 已不
见狗狗。”6月13日上午， 记者从北气象巷社区
得知，困扰王奶奶的狗叫问题已得到解决。

如今，不少居民养宠物狗，有什么方法让狗
不叫或少叫呢？ 记者就此咨询了一家宠物诊所
的孙医生。他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居民在养狗人
家附近行走，尽量声音轻些，不惊动狗狗，狗狗
就不会乱叫；二是狗狗主人可加以调教，狗狗乱
叫时，一叫就教训，狗狗形成条件反射，知道叫
了要被教训，就不会乱叫了；三是可借助外力，
有一种电击项圈，套在狗脖子上，狗狗一叫就放
电，也有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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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首辆纯电动公交车上线啦
线路为 9 路 试运营至本月底 市民可免费乘坐

本报讯 （记者 郑思哲） 昨日， 一
辆全新动力公交车———纯电动公交车开
始在省城投入使用。 该电动公交车从本
月15日起至本月底在9路公交线上试运
营， 这期间市民可免费乘坐。

昨日， 记者在9路公交终点站见到
了这辆公交车 。 相比普通动力公交
车， 这辆电动公交车的车身更长， 底
盘更低， 上车更加方便。 车内空间也
比现有的公交车宽敞， 而该辆公交车
的驾驶室也非常特别 ， 拥有独立空
间， 类似一条小船， 所有的按键都位
于驾驶员的周围 。 驾驶室后方的两
侧， 还放置着两个大箱子。

据公交车生产厂家， 江苏陆地方舟
新能源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牛先
生介绍， 该辆公交车采用纯电力驱动，
驾驶室后方两个大箱子内安放的就是纯
电动公交车的动力来源———磷酸铁锂电
池， “但安放电池的地方可以变更， 不
一定就放在这个位置。”

牛先生说， 纯电动公交车的电池
充电时间一般需要4个小时， 电充满后
可跑360公里左右。 “按照9路公交线
路一趟的里程和平均一天的圈次， 电
池充满后， 这辆公交车可以在线路上
跑一整天。” 也就是说， 这辆公交车可
以晚上充电， 白天跑车， 完全不会耽
误营运。

牛先生说， 为保证纯电动公交车试
营运， 公司已经与国家电网达成协议，
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附近建立了一座充
电站， 以确保纯电动公交车的电力供
应。

此外， 据牛先生介绍， 纯电动公

交车采用无级变速， 也就是俗称的自动
挡， 以减少驾驶员的劳动强度。 纯电动
公交车还可以根据道路状况调节底盘高
低， 在台阶设置上使用一级踏步， 最大
程度方便乘客上下车。

西宁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营运
安全处处长何宝年说， 纯电动公交车在
行驶过程中无噪音， 且更加平稳， 还节
能环保， 成本比普通燃气、 燃油公交车

更低， 是未来公共交通工具的发展方
向。 此次公交公司引入纯电动公交车，
也是为了让市民体验纯电动公交车的环
保和舒适， 让市民了解新能源车辆的好
处。

何宝年说， 公交公司已经向厂家订
购了20辆纯电动公交车， 到位后即可投
入营运。 纯电动公交车的票价依旧执行
现行票价， 不会有所变动。

电梯不给力
住户很烦心

本报讯（记者 燕卓）“装修都快一个多月
了，可是三部电梯总是坏，太让人烦心了。 ”6
月 13 日，西宁市民王先生给本报 96369 新闻热
线打来电话说，他在南川东路瑞和家苑小区买
了新房，可是装修的这段时间，电梯总是出现
故障，希望小区物业公司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日，记者来到了瑞和家苑小区，看到 30
号楼前的三部电梯只有两部是正常运行的。 一
位刚从电梯走出的住户说，前段时间，电梯运
行特别不给力，时好时坏的电梯给住户上下楼
造成了困难。 尤其是一些正在搞装修的家庭，
由于电梯运行不畅，只好停工。

对此，瑞和家苑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说，
小区现在入住率不高， 很多家庭都在装修，电
梯使用率高， 个别装修人员使用电梯不当，比
如超载、电梯进水等问题，电梯损坏严重。 前段
时间，30 号楼的电梯损坏了， 现在开放了一部
货运电梯和客运电梯，剩下一部电梯，物业公
司正在协调厂家维修，另外还有别的单元楼电
梯也在维修当中，请住户不要着急，他们正在
积极为住户协调解决此事。

网友：4 万元“保护费”依据何在
西宁市城管局接受民意大考

本报讯 （记者 彭娜） 6月 13日 ，
2014年上半年 “向人民汇报， 请人民评
议” 现场评议活动第二场举行， 西宁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接受民意大考。 在
这场大考中， 一位网友尖锐地提出了他
所遇到的 “保护费” 问题。 另外， 西宁
市城管局对网民们关注的暴力执法、 洒
水降尘的效果等问题都给出了回复。

“我们经常要举办路演、 开业庆典
等活动， 需要向城管部门申请场地。 前
不久， 我们要办一个活动， 城管局开口
要收4万元， 后来托关系花了1.7万元就
办好了。 收取 ‘保护费’ 合理吗？ 依据
何在？ 收取的费用花在哪儿了？” 这是
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 他将城管收费称
之为 “保护费”， 因为如果不缴费,城管
执法人员会立马出现在活动现场； 缴费
了则看不到城管执法人员的身影。

对此， 西宁市城管局解释， 这项收
费属于合理收费。 因为举办活动会占用
道路， 要收取每平方米两元的占道费，
还会产生垃圾， 需根据垃圾产生量收取
清扫保洁费和垃圾处理费， 清运一车垃
圾费用为280元。

可是， 收费从4万元降至1.7万元，
标准何在？ 西宁市城管局表示， 第一次
听说这样的事情， 了解具体情况后， 将
在七个工作日内给出满意的答复。 至于
收取的费用去哪了， 花在什么地方了，
西宁市城管局说， 按照收支两条线， 各
个区城管局收取的相关费用都统一上缴
各区财政， 由财政统一安排。

对于市民关注度较高的其他问题，
西宁市城管局也一一给出了回复。 关于
暴力执法， 西宁市城管局表示会加强业
务培训 ， 通过举办 “城管局长面对

面”、 发放执法监督卡等活动， 加强与
市民的沟通， 接受市民监督。

关于洒水降尘， 西宁市城管局介
绍， 当前西宁市拥有69辆洒水车， 这
是第一次大规模作业， 所以出现了不
少问题和矛盾， 西宁市城管局先后召
开五次协调会 ， 目前采取夜间清洗 ，
白天洒水的作业模式， 污染严重路段
采取夜间吸尘， 白天洒水模式， 平均
每天洒水8次。 洒水车使用自来水， 每
天喷洒60吨自来水确实很浪费水资源，
接下来， 洒水车将使用经污水处理厂
处理后的达标水。 城管局认为， 洒水
的确起到了降尘、 改善空气质量的作
用， 一月至五月西宁市的天气优良率
达53.5%， 连续两个月排在西北省会城
市之首， 六月更为理想， 天气优良率
达83.9%。

省城首辆纯电动公交车正准备出发。 本报记者 郑思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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