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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民肖先生向本报记者反映，解放路
人行道被商户侵占，附近牌坊街、枣店阁等小区
的居民出行十分不便。

商户“伸舌头”占道经营，城市管理屡斩难
断，是困扰许多城市的“老大难”问题。根据读者
反映，记者对解放路人行道被侵占进行了调查
采访，发现这里既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又影响市
容市貌，亟待相关部门拿出治本之道。

行人：每次路过像闯关

货架、坐便器、成盘的水管……9月16日傍
晚时分，家住枣店阁小区的刘大爷接孙女放学
回家，他不得不在堆满各种建材的解放路人行
道上领着孩子七拐八绕，有时甚至被逼到机动
车道上与汽车赛跑。

“每次出门、回家都像闯关，路虽不长，但刺
激不小，我岁数大了，总这么玩儿心跳，怎么
受得了啊？”刘大爷打趣道。

近日的连阴雨让原本拥堵的解放路的路况
更差。“这段路太难走了。不下雨，堵；一下
雨，既堵又脏。”本报读者肖先生向记者反
映，即便是像下雨天沿街店铺不出摊，人行道
也会被电动车、三轮车堵住。

在解放路附近工作的金女士每天都步行上
下班。“这个路段常常发生汽车刮蹭路人的交
通事故。每天上下班时间最为混乱，马路原本
就窄，商户又占道经营，自行车和行人被挤到
了机动车道上，骑车、步行都很危险。”金女
士抱怨说，“好歹把人行道空出一点来也行
啊，这些商户都把门口的路当成自己家的，太
不像话了。”

肖先生告诉记者，解放路建材商业街历来
是交通拥堵的问题路段，沿街商户不仅在门口
设置了落地牌匾广告招徕顾客，而且将货物堆
放在店外人行道，把人行道变成自家的露天仓
库，并将运送建材等的车辆随意停放在马路两

侧，让本来就不怎么宽的马路“缩水”，交通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

商户：占道经营成习惯

9月16日一早，记者来到解放路建材商业
街，八点多沿街商铺便陆续开门营业，路上出现
了各种运输车辆停靠在马路两侧装卸货物。与
此同时，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和上班族也出门了，
众多车辆和行人让马路变得忙碌嘈杂。

记者走了一趟下来，发现人行道多处被堵
得严严实实。营业时间的解放路建材商业街，两
侧人行道上摆满了石膏板、铝制板、地板革、地
毯、防水管、座便器、货架等形形色色的商品。几
家制作吊顶的商铺门口，成沓的石膏板、细木工
板堆叠在门口，人民医院的北院墙外，也被路北
商户堆放了石膏板等装修板材。

在一家经营卫浴用品的商铺内，店员刘德
红向记者介绍，只要不是雨雪天，她一早就会将
展示样品搬到门口摆放。“店里摆不开，不少样
品被摞起来了，摆到门口才能让顾客尽情挑
选。”在其店外，记者看到了三排足有十五六个
座便器样品摆放，人行道只留下很小的间隙，仅
能容一人侧身通过。

而另一家经营壁纸的店铺老板吴先生告诉
记者，壁纸主要是室内展示，没必要摆出去，但

是看其他商户都快把货摆到了马路沿上了，就
也做了个落地牌匾摆在了门口。“这就是竞争，
人家摆出来了，我们就不能不摆。”

记者调查了解到，因为商铺经营面积有限，
大宗建材在一些商铺内摆不开，于是就“伸舌
头”占据人行道，这在有些商家看来是情非得
已。开始时只是将人行道作为顾客暂时选货的
地盘，然而久而久之，占道经营就成为众多商家
的习惯，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城管：屡禁不止伤脑筋

在解放桥头的一侧，记者看到了“禁止摆摊
设点，否则一律扣押”的横幅。肖先生介绍说，原
先在解放桥上占车道经营的五金摊位，在管理
部门的管制下如今都迁到了解放路中段的建材
商业街。但是多年来最令附近居民头疼的建材
商业街两侧的人行道却始终没能回归路人。

记者走访时看到，解放路路口停放着一辆
城管综合执法车辆，有两位城管执法人员在附
近巡查，对占道经营的商户却未采取任何管理
措施，似乎已见怪不怪了。

“城管部门也管，但雨过地皮湿，检查完了
商家照样摆，除了特殊检查日，人行道没有一天
顺畅过。”肖先生无奈地说。

有城管执法人员私下对记者说，现在提倡

人性化执法，不是简单地拆棚子、收东西那么简
单，仅靠“两条腿，一张嘴”说服管理，往往是当
着执法人员的面，商户把东西搬回去，执法人员
一离开，就迅速把东西又摆出来了，如此反反复
复。工作人员还屡屡遭到他们的辱骂、威胁，甚
至人身攻击。这些“钉子户”，实在让他们伤透了
脑筋。

济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人表示，
为解决经营占道顽疾，尽管各级城管部门做了
不懈努力，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照要求，城
管部门将继续狠抓对出店经营和市场周边占道
经营的整治工作，确保做到坐店经营，入场交
易；对未经批准、擅自违章占道经营的摊点予以
全面清理。

专家：退路进场或治本

“公共空间是全体市民的，任何商户都无权
侵占。”山东大学城市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
长曹现强教授表示，别看道路两侧的门头房不
起眼，但常会引发违法占道经营、违章设置牌
匾、乱停乱放车辆等一连串的问题。而城市管理
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就需要多部门联合进行综
合整治，否则就会久治不愈、屡禁不止。

“加大执法力度是事后管理，规划审批则
是事前管理。”曹现强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在
批准商家经营前加强对门头房经营场所的面积
是否适合经营建材、餐馆或进行其他活动的审
查，使经营场所的面积达到这类经营所需的要
求。”

曹现强认为，借助市场的力量建设大规模
的专业交易市场或是解决占道经营的根本之
策。在交易市场建好后，管理部门还要制定扶
持政策，引导“伸舌头”的门头房或占道摊点
退路进场。如采取减免税收等政策，吸引经营
户入场经营，特别是在室内市场经营初期，使
其形成一定规模，同时对低保人群和下岗职工
进场经营的，除了在税收上给予一定优惠政策
以外，还应充分考虑其资金困难、竞争力弱的
实际情况，采取降低摊位租金费用等措施降低
入室门槛，尽可能保证他们“进得去，租得
起，留得住”。

商户“霸道”挡住行人路
伸出“舌头”缘何屡斩难断

□文/图 吕光社 孟一 吕婷婷 报道
本报济宁9月19日讯 9月20日上午，济宁市第二届邻居节暨市中区

第六届“运河之都邻居节”将在南池公园正式拉开帷幕。在为期七天的
时间里，组办方将围绕“美化家园、邻里相识、邻里相知、邻里相助、
和谐共建”等五大篇章，组织展开一系列活动。

本届邻居节将重点放在了树立市民的主人翁意识上，力争通过打造
“示范村牵手文明社区”、“开通运河之都邻里情论坛”和“增设社区
活动主场日”三大亮点的方式，增进市民间的相互了解，拉近城市与农
村、市民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把“邻居节”办成老百姓自己
的、喜欢的节日。

南苑街道党工委委员李亮也表示，“现在很多住小区的居民，连自
己的对门都不认识。我们希望通过‘邻居节’活动的开展，能切实加强
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当然，我们社区也会借此机会举办免费查体、厨艺
比赛等活动，让咱们市民自己的节日能红火起来。”

9月18日，南苑街道办事处太极柔力球表演队在南池公园进行开
幕式节目彩排。

第第二二届届邻邻居居节节
今今日日开开幕幕

◆示范村牵手文明社区

◆开通运河之都邻里情论坛

村里出了“全球十佳网商”

嘉祥县黄垓乡村民孟宏伟最近在为一笔来
自阿联酋的大订单忙活。这个只在网上见过七
星级“帆船酒店”的农村人，要把村里养殖的500
头奶牛、3000只绵羊漂洋过海卖到迪拜去。

这笔让外商找上门来的1000万元订单，来
源于孟宏伟和他的弟弟孟伟强每天在家敲键
盘、点鼠标经营的网络店铺。地处农业大省的养
殖业兴盛地区，孟宏伟通过网络和电话与客户
谈生意，一年销往各地的活牛羊超过20万头。

在他们之前，村里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电
子商务，孟宏伟就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告
诉记者，他的网店一年牛羊能卖出20多万头，年
产值数亿元，带动了1000多当地农民就业。

农村人靠电子商务发家致富，其敢于创新
的创业精神本就难能可贵，更令人感动钦佩的
是，孟宏伟兄弟俩还都身有残疾。

在9月10日结束的第八届网商大会上，瘫痪
哥哥孟宏伟及独臂弟弟孟伟强兄弟俩荣膺由中
国电子商务协会和阿里巴巴集团共同评选的

“全球十佳网商”。
“没人相信活牛活羊也能在网上卖，但我们的

客户就是全部来源于网络。农村人如果好好利用网
络，效益可能比城里人还多。”孟宏伟获奖后感言。

意外致残改变人生

孟宏伟兄弟俩来自一个普通农家，这原本
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幸福家庭，却毫无征兆
地遭受了接连打击。2000年，帅气的弟弟孟伟强
在工作中痛失一条臂膀，祸不单行，一年后，原
本是工程师的哥哥孟宏伟也在一场车祸中高位
截瘫。为了治病，殷实的家资散尽了，还欠下10
万元的债务。无情的现实改变了兄弟俩的人生
轨迹。

看到年迈的父母每天还要反过来像照顾小
孩子一样，为自己端屎端尿，洗澡穿衣，孟宏伟
绝望了，他已不再是那个能带给父母骄傲和荣

耀的工程师，反成了父母的累赘，他想到了死，
开始绝食。当孟宏伟再一次推开母亲煮的鸡蛋
面时，妹妹气得发火了：“你知不知道家里为了
给你治病已经欠了10万的债了。”又撩起弟弟空
荡荡的衣袖，“伟强的胳膊又残废了，这个家快
撑不下去了！你竟然有脸去死！”妹妹的话击打
着孟宏伟的心。

“我不能就这样消沉，不能让人看不起我，
身体倒下了，我还可以让自己的思想站起来！”
孟宏伟暗下决心。

网络营销苦尽甘来

为了还债，孟宏伟先后曾尝试过几次创业，
做撰稿人、开网吧，但是都失败了。

在2006年，一位大学同学来看他。期间，
提到济宁牛羊资源丰富，但养殖的都是散户，
没有品牌、信息不通，销售仅限于周边地市。

考虑到孟宏伟能上网，同学建议他尝试跟
养殖基地合作，搞网上销售。孟宏伟负责电子商
务，为养殖基地开辟销售渠道，这样的成本很
小，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根网线。

孟宏伟顿时眼前一亮。那时，在网上从事牛
羊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不懂电子商务，他当即
决定跟养殖基地合作搞网上销售。

看到这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很多养殖基
地的人都摇头，以网络销售不靠谱为由拒绝，还
有的人直接把他当成骗子赶走。多次遭拒后并
没用消磨他的斗志，孟宏伟终于迎来了转机。一

位场长被他的精神和勇气所打动，答应合作，但
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每卖出一只羊只能提成5
元，卖一头牛提成10元。

开始的生意并不顺利，孟宏伟每天早早守
候在电脑旁，却一个电话都没接到。

两个月后的一天，孟宏伟的电话响了，是一
个河南的号码。这可能是第一个客户，他激动得
手都开始抖了。

谈成了！对方一次购买了300只羊。第一笔
交易让孟宏伟拿到了了1500元的提成。当晚，孟
宏伟在博客中写道：“1500元虽然很少，但我终
于可以为这个家做出一点贡献了！”

一个月后，孟宏伟清点笔记本上交易数量，
一共卖出了1200只羊和690头牛，获纯利12000
元。这次成功，让他更加坚信：坐在轮椅上，也是
可以挣到大钱的。

想到弟弟只有一只手，在外面不好找工作，
孟宏伟把他拉来跟自己一起做。孟宏伟负责在
网上和客户交流沟通，弟弟负责接待前来考察
的客户。

通过两年多的积累，孟宏伟结识了很多全
国各地的养殖客户，包括香港客户。孟宏伟给养
殖客户带去了致富信息和技术，他们作为回报
也给介绍了大量的客户资源。

“互联网是公平的、开放的，这已经在给
消息闭塞的农村带来很多变化。农民通过网络
看到了谋生的途径，给孩子和老人多一些陪
伴，让春运时挤火车的农民工兄弟们少一点，
这就是电子商务带来的变化。”孟宏伟对记者
动情地说。

残疾兄弟网上叫卖活牛羊
9月1 0

日，在杭州
举行的网商
大会上，瘫
痪哥哥孟宏
伟 (右 )和独
臂弟弟孟伟
强向记者展
示长期因趴
着上网联系
业务而导致
肘部磨出的
老茧。

□文/图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誉耀 张文倩

兖州市汇鑫纸业有限公司贷款卡 (卡号：
3708820000191440)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记 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近日从济宁海关获悉，9月
5日，两台原产于台湾的卧式数控车床，经过济宁
海关的验核顺利通关。这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简称ECFA)早期收获计划正式实施后，
济宁海关首票进口享受协定税率的台湾货物。这
批货物价值97291美元，根据ECFA早期收获计划，
凭台湾地区原产地证明可享受5%的优惠关税税率
(原税率为9 .7%)，为企业节省了3万余元。

记者了解到，自2010年1月1日起，海峡两岸全面
实施ECFA早期收获计划，两岸共计有806个8位税
号项下商品，将在两年内分3步实现零关税。

为方便ECFA货物进出口，济宁海关积极向
企业宣传这一政策，并开通了专用通道，优先办
理ECFA货物的通关手续；对货物实行预归类，预
审核，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对经营ECFA商品的
进口商，优先受理税款“网上支付”申请，节约税
款缴纳时间。

在解放桥东侧，两侧的建材商户违规占道摆摊成风（左上图）。这让解放桥西侧“禁止摆摊设
点”的警示（右上图）如同“稻草人”。

□文/图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文倩 张誉耀

济宁口岸首票
ECFA进口货物通关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文倩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从济宁市财政局了解到，1

至8月，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46 . 28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74 . 7%，增长29 . 1%，较去
年同期提高1 . 9个百分点。

分税种看，四大主体税种中，增值税、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 9 . 9 % 、
21 . 9%、25 . 3%和18 . 2%，但均低于全市增幅；四大
主体税种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6 . 9%，较上
半年提高0 . 1个百分点。分部门看，财政部门组织
收入37 . 43亿元，增长70 . 0%。国税部门组织收入
30 . 07亿元，增长12 . 3%，低于全市财政增幅16 . 8
个百分点；地税部门组织收入78 . 77亿元，增长
22 . 1%，低于全市财政增幅7 . 0个百分点，两税占
比为79 . 4%，较上半年提高4 . 5个百分点。

前八个月
财政收入近150亿元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从济宁市统计局了解到，

今年1-8月，济宁市房地产销售市场整体平稳。该
市商品房销售面积218 . 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4 . 2%，其中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205 . 5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24 . 7%。

前八个月，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117 . 4
亿元，同比增长31 . 7%，其中住宅投资完成86 . 7亿
元，同比增长41 . 0%。

济宁市商品房施工规模继续平稳扩大，但竣
工步伐放缓。1-8月，全市房屋施工面积1778 . 4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33 . 3%，其中住宅房屋施工面积
1412 . 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2 . 6%。房屋竣工面积
186 . 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 . 3%。

1至8月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增长24 . 2%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文倩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市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通知》，要求所有单位在今
年9月底前全部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宁市还有很多民营企业没
有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职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
保障。按照《通知》，各单位均应按规定建立住房公积
金制度，单位和职工个人都有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义
务，未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单位，要在今年9月底
前全部建立。对一步不能到位的单位，可以采取“低
门槛进入，逐步到位”的原则，先按基数和比例的双
低起步，逐渐加大力度，做到应存尽存。

《通知》要求，加大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力度，
对有条件建立但拒不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单
位，经调查核实后，实施必要的行政或法律措施，
督促单位尽快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办理住
房公积金缴存登记、不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
户设立手续、长期恶意拖欠住房公积金的单位，济
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
责令限期办理和处罚。

月底前全部建立
住房公积金制度

□记 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宋文成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19日，记者从农发行济宁分
行了解到，2011年棉花收购即将展开，该行践行

“促进棉花市场稳定、保护棉农利益”职能要求，对
符合收储要求的棉花，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向参与
交储的贷款企业及时足额提供资金，确保供应。

据介绍，该行对鱼台、金乡、嘉祥、汶上、梁山
五个棉花主产区，进行了深入调研，掌握辖区内棉
花种植情况，分析预测棉花产量、种植成本、市场
形势及棉花价格水平，提前做好资金需求测算。

在收棉过程中，农发行济宁分行及时核定企
业贷款额度，并根据企业收购需要适时发放铺地
资金，做到“钱等棉”，支持当地政府指定的具备棉
花收购贷款资格的企业入市收购，做到政策性资
金支持棉花主产县收购全覆盖。

该行将对贷款支付环节加强监督，提高结算
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确保棉农交售棉花后能及时
足额拿到售棉款。同时，落实封闭管理措施，重点
抓好贷款发放、库存监管和销售回笼等关键环节，
确保政策性信贷支农资金的安全运行。

农发行济宁分行
筹措资金“钱等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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