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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乌兰巴图村66亩大棚蔬菜受冻几近绝收

新报热线（记者 王利

军） 12月12日，本报刊发
消息《这间公厕为啥停用
了？》，对市民反映的位于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西街
干休所北门东侧附近的公
厕停用一事进行了报道。
记者之前向公厕保洁员、
赛罕区环卫所驿站运营管
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情
况，却得到了不同答复。

当日，记者再次来到
赛罕区环卫所驿站运营管
护中心了解情况，该中心
负责人李海峰告诉记者，
因水压不足上不来水，只
得暂时停用。据了解，赛罕

区环卫所接管该处公厕一
年以来，水压不足问题一
直存在。今年夏天，该管护
中心曾向自来水公司反映
情况，工作人员上门查看
后称，由于地下管道支管
的阀门损坏导致水压不
足。由于支管专门供公厕
以及附近众多商户所用，
所以维修费用需要这些用
户分摊。建议每个用户出
500元维修费，后因用户没
有交上这笔费用，维修阀
门一事不了了之。为了解
决用水问题，赛罕区环卫
所驿站运营管护中心曾在
公厕一层安装了一个增压
泵解决水压不足问题。近
期随着天气变冷，水压不

足问题凸显，增压泵也抽
不上水。

12月11日，李海峰与
供排水营销分公司十四营
业所协商，申请从自来水
主管道上另外接一条支管
供公厕专用，对方称该公
厕水表用的是干休所杂志
社的户头，公厕东面商铺
用水与公厕同走一个水
表，因有往年欠费，需要付
清欠费才能给公厕单独立
户接管。据了解，从2016年
2月至2018年2月，公厕东
面商铺以及公厕共欠水费
7000多元。李海峰称将把
情况向单位领导汇报，积
极想办法解决公厕用水问
题。

新报热线（记者 高志

华） “公安部深化互联网
+，实现网上办、掌上办等20
项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新
措施今年9月1日就全面启
动推行了。11月9日，我在呼
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街的
一条违章到现在也没有上
传到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
交通管理局交通安全综合
服务管理平台（以下简称交
管122网站）和交管12123手
机APP，要不是我在11月30
日到赛罕区市民服务中心
交管窗口交了罚款，到现在
罚款可能已经翻倍了。”12
月7日，呼和浩特市的高先

生向本报反映。
据高先生介绍，11月9

日10时50分左右，他在乌兰
察布东街由东向西行驶至
农委路口时不小心压了实
线，被交警罚款150元，单子
上写明15日内到赛罕区市
民服务中心交罚款，逾期将
有3%的滞纳金。但高先生咨
询交管部门得知，任何违章
罚款都会上传到交管122网
站，于是他就一直关注该网
站及交管12123手机APP，
但一直没有这条违章信息。

11月30日，高先生来到
赛罕区市民服务中心交了
罚款，并且产生了27元的滞
纳金。高先生质疑这条违章
为何没有上传到交管122网

站上，工作人员说不清楚。
12月10日，记者就此

事来到赛罕区交管大队，
法制股的一名工作人员在
查看了电脑记录后告诉记
者，高先生的违章在11月9
日15时就已经传到公安内
网上，但为什么没有上传
到外网，他不知道。

12月12日，记者拨打
了12123手机APP中处理交
通违法咨询的电话，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从便民利
民的角度来讲，交通违章
信息应该上传到网站上，
但也可能会出现网络延迟
的现象，所以车主还是要
到处罚决定书上指定的地
点及时交纳罚款。

辛苦种植了几个月的
蔬菜，只为在元旦、春节两
节期间抢占市场、卖个好价
钱，不料连续多日的降温天
气使得大棚里的果类蔬菜
几近绝收，预计损失40多万
元……近日，呼和浩特市玉
泉区乌兰巴图村蔬菜种植
基地的部分种植户向本报
反映了他们的闹心事。

果类菜受损严重

12月10日10时，记者来
到乌兰巴图村蔬菜种植基
地。在呼和浩特市草原河山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承包的
一个大棚内，记者看到种植
的茄子均已成熟，然而由于
受冻，茄子植株已经枯萎，
结出的茄子也不同程度地
被冻伤。在该公司承包的另
一个大棚内，满地的西葫芦
植株都已枯萎趴地，西葫芦
大多被冻伤，已无法上市销
售。记者了解到，这个大棚
生产的西葫芦此前就已经
成熟，在正常情况下，一周
可以采摘一次，一次1000
斤，市场价格为每斤1.5元，
如果没有受冻，还可以采摘
5次左右。除了上述蔬菜，该
公司在另外一个大棚种植
的西红柿还未成熟就已受
冻，几乎一无所获。

“我们公司一共在乌
兰巴图村蔬菜种植基地租
了8个大棚，除了种植西红
柿、西葫芦、茄子等果类蔬
菜，还有一些叶类蔬菜，由
于对温度要求相对较低，
叶类蔬菜的损失不大。总
的算下来，每个棚平均损
失1~2万元左右。”该公司
负责人高经理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来到同样
位于该基地的呼和浩特市
亿祥源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该合作社共有24个
大棚，其中一个大棚种植
的西葫芦刚刚成熟，一次
都没采摘就已受冻。“这些
菜已经种了几个月了，没
想到现在却出了这样的事
情。初步测算共损失约30
万元。”该合作社负责人包
先生无奈地说道。

据种植户介绍，眼下他
们种植的这批蔬菜已经进
入成熟或即将成熟状态，辛
苦几个月就是为了抢占元
旦、春节市场，满足市场本
地蔬菜供应的同时，也能卖
个好价钱，没想到却因为受
冻绝收，大家到现在还接受
不了这个结果。

质疑大棚保温效果

采访中，记者在该蔬
菜基地看到了一块简介
牌，上面大致写道：乌兰巴

图村蔬菜种植基地是一个
高标准蔬菜种植基地，基
地占地1000亩，建成高标
准日光温室320亩。经2017
年改造后，基地各种硬件
设施齐备，已具备标准化、
规模化种植，品牌化销售、
公司化运营的条件……

“我们公司去年开始
在这里种植蔬菜，整个冬
季也没有出现蔬菜受冻的
情况，可能是今年的天气
太冷了，然而即便如此，日
光温室也应该能起到应有
的保温性能。”呼和浩特市
草原河山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的高经理这样说道。据
他介绍，在冬季，日光温室
内的温度在白天应该达到
25摄氏度，晚上在8~10摄
氏度之间，即使是最低温
度也不能低于6摄氏度。可
这几天，大棚内白天的温
度也只有10摄氏度，晚上
降到0摄氏度，这样的温度
根本达不到作物生长的条
件。为了证实他的说法，高

经理带着记者来到其中一
个大棚内，此时已是11时，
悬挂在大棚内的温度计显
示室温只有10摄氏度。

高经理表示，大棚的
保暖效果不行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首先是墙体因
素，这里的大棚均为砖墙
体，蓄热和保温性不如土
墙体；其次是膜不透光，导
致棚里白天的温度上不
去。呼和浩特市亿祥源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表
示，这样的大棚根本不适
合在这个季节种植果类蔬
菜，只能在每年11月至来
年2月以外的时间种植。

上报受损情况

“按照约定，我们在这
里的第一年是免租金的，第
二年也就是从现在开始收
取租金，鉴于大棚越冬条件
不好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
减免后续租金，以补偿损
失；另一方面，虽然此前保

险公司的人来过，但是还没
来得及办理农业保险手续，
就出现了受冻的情况，看看
政府是否有相关的应急救
助补贴……”种植户们表达
了两个方面的诉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目前呼和浩特市亿祥源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呼
和浩特市草原河山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已经
于12月10日联合向玉泉区
有关部门上报了情况。情
况说明写道：我们从2017
年底开始在玉泉区小黑河
镇乌兰巴图村蔬菜种植基
地种植蔬菜，共有温室大
棚66亩，长期工人23人，临
时工人8人。12月5日开始
天气突然变冷，此次降温
幅度大、周期长，并伴随着
数日阴天，而大棚相应的
采光及保温效果却不理
想。我们虽然迅速组织生
产抢救，增加棉被，燃放增
温模块，但是大量作物仍
然受冻绝收，导致大量工

人闲置窝工，预计共计损
失40多万元。望贵单位调
查并给予帮助度过难关。

极端天气是主因

针对此事，记者12月11
日上午来到玉泉区农牧林
业水利局采访。该局副局长
屠灵洁表示，他们已经收到
了种植户上报的情况说明，
并实地进行了查看。“早在
冻灾发生之前，我们就带着
保险公司的人去了他们那
里，然而种植户还未来得及
入保就出现了降温天气，并
造成了之后的损失，因此只
能自己承担损失。对于政府
方面的应急救助补贴，目前
还没有相关的依据和标
准。”屠灵洁说道。

对于种植户质疑大棚
保温效果差这一问题，屠
灵洁回应称，大棚的建设
与质量并没有问题，本身
砖墙体温室的保温效果就
没有土墙体的好。去年的
时候，区里还专门对该基
地大棚的砖墙做了保温并
更换了膜。在去年整个冬
季，该基地也没有出现大
棚内蔬菜受冻的情况。之
所有今年出现这样的情
况，主要与近来的连续低
温极端天气有很大关系。
换句话说，这就是天灾。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
正在向区政府打调研报
告，建议加强保温措施。对
于下一年减免租金的情
况，由于基地的所有权不
属于我们，建议种植户与
基地所属经营者直接协
商。”屠灵洁说道。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学博

赛罕区环卫所：水压不足导致这间公厕无法使用 车主请注意：处理交通违章最好到指定地点办理

西红柿还未成熟就已冻伤冻伤的西葫芦果实 大棚白天的温度只有10摄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