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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扫描二维码，
进入“问政邢台”页
面进行提问；

2、APP问政：
打开“掌上邢

台”APP客户端，点
击“问政邢台”栏目，
点击“我要问政”；

3、网站问政：
在邢台网开设

“问政邢台”网站频
道（http://wz.xtxcm.
com/），网民可以通
过 PC 端浏览器打
开网页登录后直接
问政；

4、微信问政：
在“邢台发布”

“邢台日报”“牛城晚
报”“邢台网”微信
公众号开设“问政
邢台”链接，点击公
众 号 底 部 菜 单 栏

“问政邢台”进入问
政页面。

问政方式

扫码进入问政邢台

“这些事

正在给您办”▲▲

“这些事

给您办好了”▲▲

闯黄灯是违法行为吗？

前几天我开车从任泽区城北过，遇
到一个红绿灯时，我看是黄灯，就先点
了一下刹车后又加油门通过了。我现在
收到交警部门的违章通知，照片上也显
示我闯的是黄灯，不是闯红灯才违章扣

分吗？为什么闯黄灯也扣分吗？闯黄灯
属于违法行为吗？

市交警支队回复：
《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关于红黄绿灯

的通行规则是为了保障道路安全。即黄
灯时，只有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
继续通行，除此以外，车辆不得继续通
行。该项规定实际上是意味着，黄灯亮

时驾驶员的通行权受到了限制，限制的
目的在于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立法的价
值取向在此非常明显，即为了保障公共
安全，必须在合理范围内限制个人通行
权利。因此现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体系
下，闯黄灯系违法行为。

（邢台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勇 徐琳
爽 整理）

2020年12月16日，市民在“问政邢台”
反映，新修的利民街穿过太行路和钢铁路，
和胜利路交叉，路两边有多个居民区，小区
人员密集，车辆和行人很多。现在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行人混行，很容易发生交通事
故。建议有关部门设置红绿灯。

1月5日下午13∶50分，记者来到利民

街看到，胜利路与利民街交叉口往北走有
一条小路通往邢化街，这条小路出入的人
流不小，南北往来的人流一直不断，骑电
动车和步行的行人较多，机动车在通过路
口时没有明显的减速动作，也不时有机动
车通过小路进出。市民黄先生介绍，前两
天在这个路口出现过交通事故，一位老先

生与机动车发生剐蹭。他也有一次差点和
一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子剐蹭，因为电动
车、机动车在这个路口的速度太快了。他
认为在这个路口还是有必要安装一个红
绿灯装置的。

记者就此联系到信都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该局相关负责人立即与施工单位
取得联系，安排设置红绿灯问题。施工单
位回复说已经购买设备，正在安装调试，
很快就能够正常使用。

（邢台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勇）

新修的利民街和胜利路交叉口

马上安装信号灯马上安装信号灯

1、网友留言
信都区团结西大街五四路北口，74号居

民住宅楼下，养一大型烈犬，白日、夜晚狂叫
不止，严重影响居民休息与睡眠。劝阻无效，
养犬者我行我素，置若网闻。望政府有关部门
解决此事，还居民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

办理情况：已转到市公安局。
2、网友留言
这次大降温本应加强供暖的时候，清河

观湖国际小区供暖竟然停止了，现在一个多
星期过去了，供暖依然没有恢复正常，希望政
府部门请尽监管之责任，解人民于倒悬！

办理情况：已转到清河县政府办公室。
3、网友留言
位于邢东新区北康庄社区内的北康庄小

学东侧，有一处电线杆上的电线垂落。附近有
居民和学生出行，恐有安全隐患。

办理情况：已转到邢东新区政府办公室。
4、网友留言
我是一名大学生，说话磕巴，今年都 32

了，找工作不好找，之前也试着创业结果失败
了。请问说话磕巴可以办残疾证吗？

办理情况：已转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5、网友留言
襄都湖东南角的卫生间晚上被无故关

闭，门口没有任何说明，里面还亮着灯，是何
原因？

办理情况：已转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

6、网友留言
冷库街滨江丽景小区暖气改造从 2020

年 10 月底开始施工，直到今日地面尚未硬
化，只是用土掩埋，居民出单元门口就是土
堆，有深坑的地方也未设置警示标志。冬季天
气干燥，一层浮土，居民出行很不方便，下雪
会更加泥泞难行。请有关部门领导督促施工
方尽快硬化，最起码留出居民出行道路吧。

办理情况：已转到信都区政府办公室。
7、网友留言
任泽区璀璨城的原商铺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可以办理贷款签合同了吗？我在璀璨城
买的商铺，一年多了还没签个合同。

办理情况：已转到任泽区政府办公室。
（邢台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勇

徐琳爽 整理）

1.网友留言：
清山漫香林开发商为了卖车位，将商

铺前的车位打上桩子不让业主停车，影响

业主出入。

信都区政府办公室回复：
经钢铁办事处调查，车桩已拆卸完毕。
2.网友留言：
开元路和建设路十字路口西南角自行

车道有一个台阶，自北向南行驶入不方便，

建议把此台阶做平，以便通行。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复：
为方便市民出行，市政维护处立即进行

了维修，已于2020年12月25日修复完毕。
3.网友留言：
新华南路凤凰城东区门口附近刚刚铺

设的草坪，现在上面每到晚上就停满了机

动车。

襄都区政府办公室回复：
经西大街办事处调查了解，社区已联合

区城管治理违停，同时与绿化部门沟通，准备
在绿化带周围安装篱笆，以彻底解决此问题。

4.网友留言：
百泉大道碧桂园门口红绿灯长期损坏。

市交警支队回复：
该路口是太阳能信号灯，冬天气温低电

瓶充电不太足造成显示不全，现已更换电瓶，
信号灯恢复正常。

5、网友留言：
夫妻双方无房产，随女方父母同住御

景澜湾，因工作原因，户口皆在县城，为了

孩子上学，需把我（女方）与孩子的户口迁

到邢台，能不能迁，需要什么手续，具体怎

么办？

市公安局回复：
您的情况可以迁移。首先女方父母写出

迁移申请，然后拿父母的户口簿和女方的户
口簿还有孩子的医学出生证明，到女方父母
所在地分局户籍科办理审批手续，审批通过
后直接到派出所办理入户即可。

6、网友留言：
豫让桥原邢台县劳动局家属院污水分

离工程，把路面切割后对北楼改造，现已停

工，造成出行困难，沥青路面损毁，小区居

民要求尽快恢复路面，清理污水井垃圾。

襄都区政府办公室回复：
针对反映人反映的问题，经襄都区城

管局核查，之前由于环保预警，商混料供应
不足导致停工，现已协调好，预计近期可以
浇筑恢复路面。待路面恢复完毕后对污水
井进行清理。

（邢台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勇
徐琳爽 整理）

有网友在“问政邢台”反映，滨江路
已全线通车，南段（中兴西大街以南至祥
和大街段）晚上迟迟没有照明，这路段车
多、人多、村庄多，希望尽快解决路灯照
明问题。

对此，信都区住建局调查回复称，滨

江路（中兴大街-百泉大道路段）照明工程
因受强电入地工程影响目前尚未完工，近
期影响强电入地工程的房屋已完成拆迁，
区住建局正积极推进强电入地工程实施。

记者了解到，信都区住建局通过区
政府积极联系协调市城管局和市政维护

处，市城管部门积极配合同意接收箱变
设施，按照程序到供电部门办理了箱变
移交手续，并接电亮灯，确保群众夜间
出行安全。2020年 12月30日滨江路已全
线亮灯。

（邢台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勇）

滨江路已全线亮灯滨江路已全线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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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阔上城小区停水”“在水一方小区
生活用水水压低”“聚龙小区什么时候用
上自来水”……

打开“问政邢台”，记者发现，10月
16日以来，水压过低、用水困难方面的问
题47个，已处理41个，其他6个问题正在
积极处理之中。

记者了解到，针对群众反映的用水问
题，市水业部门第一时间进行回应，并迅
速采取行动，深入现场，想方设法，保障
群众生活用水。

民呼我应，立即解决

任女士反映“天阔上城小区停水停得
比较频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影
响”。市水业集团客服中心业务科副科长
周占永告诉记者，这个小区建成较早，管
线老化，另外单路供水造成停水原因比较
多一些。“我们接到群众反映后，马上派
工人对小区内部管网进行了改造，永康街
上的主管网现在也在进行更换。”

天阔上城小区业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已经得到了市水业集团的答复，业委
会也将此事的解决方案告知居民代表，大
家也表示将配合施工工作，尽早解决居民
用水不便的问题。

三奕润城的张先生留言“三奕润城停
水时间不短了，一直没水吃。”记者调查
发现由于天一湾小区顶管施工导致供水主
管网损坏。供水公司接到投诉后，马上组
织工人给该小区紧急铺设了临时供水管
道，并于当日安排送水车对三奕润城等小
区进行应急送水。经了解目前已将损坏管
道修复完毕，供水恢复正常。

市水业集团表示，今后将从管网选
材、规划建设、日常巡查等多个方面主动
作为，多听群众呼声、加大隐患排查力
度，努力将供水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立即行动，近日可期

邢钢北生活区李女士反映“邢钢北生

活区水压太低了，影响正常生活。”市水
业集团主管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看到
群众留言后，第一时间与该反映人联
系，经核实该处水压问题是由于邢钢北
生活区二次加压设备严重老化，泵轴严
重磨损已无法修复，严重影响供水工作
效率导致。

经了解，该小区二次加压泵房于2003
年10月投入使用，于2016年6月15日发现
设备电器元件老化引起故障。供水公司自
2018年开始多次与该处物业公司、业主委
员会及社区办事处协商整改二次加压泵房
事宜，但至今尚未协商解决。

“我们将协同反映人一起到小区物
业，商谈整改二次加压泵房事宜。希望能
早日为群众解决水压低的问题。”该工作
人员表示。

对于家住在水一方小区的吴先生留言
“自来水压小，几乎没水影响生活”的问
题，市水业集团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接到反映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连
夜对该小区及附近区域供水设施进行排
查、测漏。根据对该处用户的回访统计，
该小区水压情况已得到改善。“我公司将
继续安排工作人员排查该区域管道及阀
门，如发现漏点将立即安排维修。”

吃水小事，民生大事

市开发区聚龙小区王先生反映，“开发
区聚龙小区什么时候用上城市自来水？”记
者走访了解到，聚龙小区属于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日前市开发区办公室正在与自来
水公司对接并实地查看改造工程，2020年
12月中旬市开发区办公室和自来水公司及
小区物业到现场实地勘测过，目前正在等
待核算价格。价格核算完毕后，办事处将第
一时间与小区居民协商具体事宜。

阳光雅居的贾先生留言“阳光雅居小
区何时能用上市自来水？”供水公司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目前距阳光雅居小区最近的
市政供水主管网在邢州大道南侧，于2017
年铺设完成。该小区若接通市政管网供水，
可由该小区开发商或小区物业到我公司客
服中心办理接水手续，我们将积极协助小
区物业，争取早日把自来水管道接通。”

用水是群众的切身要事。希望有关部
门找准问题症结，采取得力措施，积极为
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吃上便捷水、安全
水，放心水。

（邢台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增舰
路英俊 申学娜）

最近，多位网民在“问政邢台”反映，家中水压过低，
水流小，用水不便，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水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正常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