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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电线下地，
实施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宜城陆续告别
“空中蜘蛛网”
□ 卢向波
9 月 12 日，行走在绿
树成荫的棋盘山路，细心
的市民会惊讶地发现，棋
盘山路上空敞亮了很多，
原本架设在棋盘山路东侧
行道树上空的电线突然没
了，原来棋盘山路的电线
9 月初就已经“下地藏
身”。记者从安庆供电部
门了解到，近年来，为了
净化城市空间，提高城市
品位，安庆市大力推进电
线下地，城市架空线路不
再审批，新城区电线一律
下地，老城区结合道路改
造、背街后巷改造，电线
能下则下，争取全下。同
时，安庆市还在大力实施
综合管廊建设。

“套路贷”
骗取他人钱财
一网上逃犯落网

图为市府路上电线下地。

棋盘山路行道树不再被
“剃头”
棋盘山路是我市一条南北向主
要支线道路，连接沿江路、人民路、
华中路、菱湖南路。前两年棋盘山
路完成道路改造后，道路两旁统一
栽植了梧桐树，经过两年的生长，梧
桐树日渐茂盛起来，炎热的夏天，为
行人提供了树荫免受骄阳炙烤。
然而，同一条道路上的行道树，
位于道路西侧的梧桐树枝繁叶茂，
位于道路东侧的梧桐树因为上空的
供电线路，出于安全考虑，定期要进
行清障剪枝，行道树要被“剃头”，这
一侧的行道树长势也较差。
安庆供电公司运检部相关负责
人方斌告诉记者，棋盘山路行道树
因为供电清障被“剃头”将成为历
史，今年 9 月初，供电部门对棋盘山
路的电线全部进行下地。
市府路是我市连接湖心中路和
集贤南路的一条东西方向主要支线
道路，最让市民赞许的是市府路两
旁高大的香樟树，特别是夏天，香樟
树遮天蔽日，特别凉爽。然而，由于
夏天雷电天气、大风天气较多，出于
安全考虑，供电部门不得不对市府
路上的香樟树进行清障，大幅度修
枝剪枝。
方斌介绍，在今年的市府路改
造过程中，市政府投资 2000 万元，对
该路段的电线实施下地。位于该路
段上的一座 11 万伏高压铁塔，也将
在下一步双岗路的改造中，实施拆
除，电线下地。目前，为了安全起
见，相关部门已做了警示标示。
电线下地以后，电线杆子拆除，

由此一来，道路景观将得到提升。
在已经改造完成的市府路、棋盘山
路，现在能够明显感觉到路面清爽
了许多。

城市
“电线下地”已成趋势
“目前城市上空架设的电线都
是绝缘电线，但生怕长期风吹日晒，
有破损情况，供电部门会定期对这
些路段的行道树进行清障。”方斌
说，地下电缆比架空线更加安全可
靠，电杆上的鸟窝和线下的树木，有
可能引起架空线短路造成停电，大
风、雷电等恶劣天气也会影响到线
路可靠运行，所以每年供电部门都
要开展一次护区清障专项行动，架
空线改成地下电缆就有效避免了这
些情况。
“为了提高安全指数，净化城市
空间，提高城市品位，城市电线下地
已成趋势，”方斌介绍说，庞大、蛛网
密布的城市架空线，很大程度地影
响了市容景观。架空线入地，就可
以还城市道路空间于一片纯净，让
人产生一种舒适美感，使城市变得
更美丽。此外，城市中土地是一种
价值含量高且比较稀缺的资源，尤
其是在现代化都市的中心区域。由
于架空线的空间安全距离要求比地
下管线更高，对相邻土地的使用限
制较多，因而大大降低了土地的利
用价值，而改为地下电缆线路，能提
高土地的利用价值。
实施电线下地，政府投资市府
路 2000 万元；皖江大道投资 5000 万
元 ；迎 宾 西 路 投 资 2000 万 元 ……
2013 年以来，结合城区道路改造、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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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后巷改造，中山大道、黄土坑、湖
心中路等路段都已实施电线下地。
近年来，安庆市大力实施电线
下地工程，城市架空线路不再审批，
新城区电线一律下地，老城区结合
道路改造、背街后巷改造，电线能下
则下，
争取全下。
目前，老城区主要道路湖心南
路、华中路、德宽路、纺织南路等路
段的电线因为道路太窄，电线一时
下地还有难度，后期将根据城市建
设，
一有机会，
将争取下地。

安庆实施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记者了解到，2017 年，安庆市首
个地下综合管廊开始建设，安庆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拉开序幕。地下综
合管廊即在城市地下建造一个隧道
空间，将电力、通讯，燃气、供热、给
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设
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
统，实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
建设、统一管理，是保障城市运行的
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
一座现代化城市，既要有看得
见的繁华与美好，也应有看不见的
防护与保障。一段时间以来，从城
市“看海”、马路拉链，到自来水管、
天然气管频频被挖断，所有这些，都
与地下综合管廊的脆弱甚至不堪一
击大有关联。
方斌说，地下综合管廊作为保
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除了
可以有效消除“马路拉链”和“空中
蜘蛛网”等现象外，还能充分利用地
下空间资源，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
力，
打造安全稳定的城市“生命线”。

本报讯（刘勇 张北元 卢向
波）9 月 10 日，迎江公安分局龙狮
桥派出所通过积极收集线索，
认真
摸排走访，
成功抓获一名涉嫌“套
路贷”
的本市网上逃犯金某某。
今年 6 月份，金某某在他人
经营的非法贷款公司中，通过
“套路贷”的形式骗取他人钱
财，后使用恐吓、暴力等手段
威逼贷款人还款，从中牟取暴
利，其行为涉嫌构成敲诈勒索
罪，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立案侦查，2018 年 6 月 22 日列
为网上追逃。
龙 狮 桥派 出所民警掌握了
网上逃犯金某某在迎江区格林
镇小区出没的信息，并锁定其藏
匿地点。该派出所立即组织精
干警力经过多日蹲守，于 9 月 10
日 上 午 10 时 许 ，在 格 林 镇 小 区
藏匿地点将网上逃犯金某某抓
获归案。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男子金某
某，
29岁，
太湖县人。目前，
网上逃
犯金某某已移交怀宁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养女”
起诉
“养父母”
法院调解化纠葛
本报讯（严娅 项琼 周国
庆）现年 30 余岁的汪某，刚出生
就被生父母送人抚养，过了几年
又被转送到桐城市孔城镇一户人
家。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后就在家
务农，
直到汪某 17 岁时，
因故离家
出走至今。今年 4 月，
汪某一纸诉
状告至法院，
请求解除与
“养父母”
之间的收养关系。
桐城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
召集双方前来调解。汪某称自己
到
“养父母”
家中时，
“养父母”
早就
育有一子，
没有办理过相关手续，
与自己并未形成收养关系。自己
17岁时离家，
一直在外地生活十几
年。而
“养父母”
认为他们抚养汪某
8年的时间，
花费大量的心血，
养女
汪某必须对他们承担赡养义务。
承 办 法官 多次召集双方调
解，
并通过其委托代理人、亲属之
间帮忙做工作。希望双方能坐下
来谈一谈，如何将矛盾化解。经
过法官的多次调解，9 月 10 日，汪
某表示可以一次性给予“养父母”
经济补偿 45000 元，
“ 养父母”也
表示同意，
在调解协议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