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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服务市民

王先生反映：西安市碑林区安西街
北口东侧人行道，因此前围挡施工留下

“后遗症”，地砖碎裂较多且未加固铺好，
导致路面高低不平，松动严重，行人行至
此处极易摔跤。希望相关管理部门能够
恢复路面平整，消除安全隐患。

请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迅
速核查并回复本报！

孙女士反映：两三年前，政府出资翻
修了位于自家门口的西安市雁塔区德邻
路人行道，人行道刚修好时美观又平整，
经历了一次开挖施工之后地砖被随意铺
上，地面变得凹凸不平，下雨天一踩一裤
腿的泥浆。呼吁施工单位开展工作时能
够注意保护原本的基础设施，并及时将
毁损路面恢复原貌，方便大家通行。

请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迅
速核查并回复本报！

刘先生反映：西安市雁塔区建工路
与万寿南路丁字口一处施工围挡拆除
多时，曾用来固定围挡的螺丝钉却遗留
在路面上，短短一二十米的距离，裸露
在外的钉子有十来颗，骑车经过若不留
意很容易被扎破轮胎，行人也极有可能
被绊倒，希望有关部门及时清理。

请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迅速核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录）
本报记者张晴悦实习生李一鸣整理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实习生王子扬）
近日，知名连锁面包店“面包新语”退出西安
市场的新闻登上了本地热搜。不少市民反
映，手里的储值卡里还有不少钱，拨打退费
电话却无人接听，一时间退费成了大难题。

2月22日上午，记者首先来到面包新语
大唐西市店。店面已经被装修布围住，醒目
的大字写着“品牌升级，敬请期待”。墙上贴
着的公告上写着：因2020年疫情原因经营
不佳，同时与上海新语面包有限公司有合同
纠纷，故此于2月7日西安各店正式停业。

正在采访时，市民王玮路过，和记者聊
起了她的经历：“这个店距离我家很近，刚开
业的时候还排队。在西安，也有不少连锁
店。”由于经常消费，王玮办理了300元的储
值卡。“店铺关了门，我的卡里还剩200多元，
怎么办？”记者和她一同拨打了公告上的退
费电话，但打了6次都无人接听。

在吉祥村的momopark商场里，负一层
原本“面包新语”的位置也已经被围了起来，
不过和大唐西市店不同，这里的围挡上没有
任何字迹。“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牛角包
和巧克力大巨蛋，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来两
三次。去年开始，明显感觉他家糕点质量下
降了，品种也不再创新了。当时想着可能是
因为疫情长时间没开业，没想到前几天突然
关门了。我卡里还有600多元钱呢，这可怎
么办？”家住太白小区的张丽说道。

在落款为陕西新语新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的公告上，写着“凡持有储值卡的顾客，请
与我司联系，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下方公
布着一个电话号码。记者打过去，工作人员
表示：“卡里的钱暂时退不了，具体消息关注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告。”之后便
挂断了电话。

如今，办理预付费式会员卡成为一种消
费常态，这种消费形式在带来了付费折扣的
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烦恼。为此，陕西至正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韩江指出，办理储值
卡时，首先要弄清楚发卡单位。其次，转款
时最好有备注，写清什么机构办理什么卡，
这样出了问题需要退款，也能找到公司。另
外，办卡时双方最好能签订一个合同，将后
续服务等写清楚，这样出了问题后消费者可
以及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面包新语”退出西安市场
储值卡退费该去找谁

围挡撤掉通车后仍未变“坦途”

建工路坑洼不平路难行

直击城市施工“后遗症”

因为路面大坑套小坑，坑坑相连，过往的摩托和电动车骑手，躲避坑道行驶似“扭麻花”，
险象环生；因为路面忽高忽低处处是“路障”，过往机动车屡屡急踩刹车颠簸通行，就像坐上
“过山车”……4年前施工建设的新兴南路快速干道（建工路高架桥），竣工通车快半年了，原本
平整的建工路，在施工围挡撤掉恢复通车后，却变得伤痕累累，安全隐患无处不在。

躲滴水避坑道市民感叹每天“炫车技”
“建工路太破烂了，我每

天上下班开车路过这里，不仅
要躲避路面上大大小小的陷
坑，还要注意高架桥上始终不
停的滴水，几次都差点发生了
碰撞，每次走这条路都会惊出
一身冷汗，太难了！”2月19日，
家住西安市东郊的李先生，通
过 965369新闻热线向三秦都
市报反映说。

据李先生讲，从 2010年
开始，他送孩子上学和上班，
每天都往返这条路。那时候，

这条路不管是东西单行方向
还是西东单行方向，路面都很
平整，非常好走。而这一切，
从 2016年开始发生变化，因
为这里要修建新兴南路快速
干道，建工路上面要架高架
桥。此后，这条路便开始陆
陆续续半封闭挖掘施工。好
不容易等到 2020 年 10 月份
高架桥建成，或左边或右边
围挡了多年的桥下路面，也
在大家的期待中恢复通车，可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撤掉

围挡恢复通车的马路路面伤
痕累累，到处破烂不堪，至今
没有修复。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
开车经过建工路，心里都会紧
张，尤其是高峰期车流量大的
时候。由于路面随处可见下
陷最高达 15厘米的下水井坑
道，以及大小、深浅程度不一
的路面坑道，习惯性躲避过程
中，稍不注意就会发生碰撞。
李先生说，有一天早上，他开
车自东向西沿建工路行驶至

“建工路西口”公交站牌附近，
此处靠前方的一段路面破损
非常严重，可谓大坑套小坑，
途经此处的车辆都会急踩刹
车，不停打方向躲避坑道。不
仅如此，还要提防高架桥上无
休止的水滴。期间，李先生前
面的一辆车为躲水滴向右猛
打了一把方向，后方靠右行驶
的他，如果当时避让不及时，
两辆车肯定会发生碰撞。想
起当时的场景，李先生至今心
有余悸。

大坑小坑坑坑相连 马路处处是“陷阱”
2月20日上午，根据李先

生反映的情况，记者一行来到
建工路实地查看。

10时30分左右，当记者从
公园南路与建工路十字，沿建
工路自东向西（单行道）行至

“建工路西口”公交站牌附近
时，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大
跳。只听见“哐当”一声，一位
骑着电动自行车的中年男子，
在经过此处的凹陷路段时，整
个人被弹起差点“翻车”。

与此同时，一辆原本行驶
在路边的电动车为躲凹坑，突
然向道路内侧拐去，吓得后方

来车猛踩刹车狂按喇叭。对
此，机动车车主们骂骂咧咧，非
机动车车主也很无奈。“不往里
面拐骑进坑里颠得能把人从车
上弹起来，人受得了车也受不
了。坑洼太多，一路过来颠得
车噼里啪啦乱响，感觉要散架
了！”提起对这条路的感受，一
位骑车路过的市民感叹道。期
间，记者注意到，靠右道行驶至
此处的摩托车、电动车、自行
车，都会不同程度遭遇这样惊
险一幕。

而在靠左边的两个车道
处，正如李先生所言，当天晴空

万里并没有下雨，可桥上有一
处就像漏斗一样，不停向路面
滴水，地面被打湿一大片。不
仅如此，此处的路面整体破损
严重，途经车辆每每都会急踩
刹车，上躲雨滴下避坑道，并夹
杂着车辆颠簸发出的“哐当”
声，可谓险象环生。

11时40分左右，当记者从
建工路西口自西向东行至少管
所附近时，一辆靠右行驶的货
运面包车，司机就像喝醉酒似
的，突然忽左忽右打起方向盘，
车辆随之呈 S形颠簸行驶，车
身也是忽高忽低、左右摇摆，就

像开着“过山车”。走近事发路
段，记者发现此处路面严重凸
凹不平，并伴有大小坑道。至
此，记者才明白了面包车司机
一系列“神操作”的原因。

21日 19时 40分左右，记
者再次来到建工路了解情况。
因为夜晚光线不好，不管是由
西向东还是自东向西沿建工路
行驶的车辆，屡屡发生车轮陷
入“马路陷阱”的尴尬。在“建
工路西口”公交站，几位从公交
车上下来赶地铁的乘客告诉记
者，在建工路乘坐公交车确实
很颠簸，颠得人难受。

市民呼吁尽快解决施工留下的“后遗症”
记者采访了解到，建工路

全段从东二环开始到万寿路结
束，四站路左右。2月20日和
21日，记者连续两天走访发
现，该路段全程破损比较严重，
附近市民对此颇有怨言。他们
最大的心愿就是相关部门能重
视起来，及时医治这些施工“后
遗症”，消除安全隐患。

走访期间，记者看到，建
工路从公园南路起到东二环
全段，大坑小坑在这条路上随
处可见，洒水车经过后，坑洼
处形成了一个个水坑，一有车
辆经过就溅起一地泥水。自
建工路与火炬路丁字口由东
向西，路面还出现了严重的

“两极分化”——道路内侧地
势较低 ，路面平整，道路外侧
则明显高出，且坑洼不断。这
也使得道路中央形成了一个
低地，不仅不美观，也给来往
车主带来不便。

这条路上铺陈的密集井
盖之中，有 5处都下陷严重，
最为夸张的一个几乎与地面
形成了相差 15厘米的凹坑，
途经车辆不得不减速慢行小
心避让。有公交车因为车型
较大避让不便，不小心开进坑
里，肉眼可见上下颠簸严重。

“建工路西站”公交站点处则
坑坑相连，形成一个长约一二
十米的沟槽，使得靠站停车的
公交车不得不停进这一“槽”
里。在接近东二环出现岔道
的地方，破损最为严重，几乎
整个路面都破烂不堪。

建工路从东二环起到公
园南路全段，随处可见凹凸不
平的路面。而且深浅、大小不
一的坑道也不少。在建工路西
口的公交站附近，马路上竟然
有一个深达15-20厘米，直径
25厘米的深坑。警官学院立
交桥下附近，连着安置的两个

井箅子，其中一个已经塌陷，隐
患重重。

这么宽敞的马路，怎么就
成了这个样子？对此，附近居
民纷纷表示，这一切都是新兴
南路快速干道（建工路高架
桥）施工留下的“后遗症”。
他们认为，施工结束撤掉围
挡恢复通车，就应该把因施
工破坏的马路修复平整，达
到安全通车的质量标准，而
不是将一条“伤痕累累”的路
交付使用。“距离撤围挡恢复
通车已经快半年了，这条路不
知我们还要走多久？”采访期
间，家住东新城市花园的马先
生如是说。

高架桥快速干道施工结
束后，新建成的高架桥道路畅
通无阻，原本平坦的地面道
路，却因为施工变成了高低不

平、坑坑洼洼的“破烂路”；水
路、电路或天然气等改造施工
结束，施工方在庆祝工程顺利
竣工的时候，却将一个被严重
破坏的人行道，留给了市民。
期间，拆除围挡留下的铁钉等

“马路暗器”，也威胁着行人安
全。专为盲人设置的盲道，更
是被严重破坏且长时间不予
修复……

这些城市施工“后遗症”，
如果你身边也有，而且已经影
响到了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请
及时拨打三秦都市报 965369
新闻热线，把身边的这些烦心
事或解决此问题的金点子，一
起告诉我们，让我们线上线下
互动，一起推动城市施工“后遗
症”问题的解决。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海涛
张晴悦实习生李一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