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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泰山

两个垃圾箱坏了没人管

一个多月，垃圾堆成小山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记者 赵兴

超) 泰城一小区内两个垃圾箱先后
损坏无法使用，导致垃圾成堆无法清
运，臭气熏天。

6 月 22 日，家住泰山大街 147 号
原泰安市第一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的
市民薛先生打来热线，反映小区内垃
圾成堆无人管理。当天上午，记者来到
该小区发现，在小区北端一拐角处，存
放着一大堆生活垃圾，就像小山一样。
有些已经腐化变质，淌出带有浓重气
味的液体，上面飞满了苍蝇。原本用于
存放垃圾的两个垃圾箱已经损坏，被
丢弃在一旁。薛先生告诉记者，两个垃
圾箱一个在 2010 年底报废，另一个也
在一个月前因锈蚀严重而无法使用。
因小区附近没有其他垃圾箱，居民只
能继续将垃圾堆放在这里，环卫部门
表示没有垃圾箱他们无法清运垃圾。

“垃圾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清理了，小区
两座楼 80 户居民，现在天热了都不敢
开窗户，除了臭气难闻，还担心滋生疾
病。”居民陈先生说。

薛先生告诉记者，早在 2010 年 1
月份，因公司改制，该家属院产权就已
从泰安市第一汽车运输公司转交给了
泰安交运集团。为了更换垃圾箱，他们
曾多次找到原一运公司管理单位———
泰山区交通局，得到的答复是原市一
运公司的资产、人员等已移交泰安交
运集团，他们没有责任管理。而泰安交
运集团基建与房产部门却告诉居民，
该家属院不属于他们管理，需要与原
单位协商再答复。

随后，记者联系到泰山区交通局，
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给予记者的答复
也是该家属院资产已全部移交，相关
责任也一并移交泰安交运集团。记者
联系到泰安市交运集团基建与房产部
门相关科室，一名工作人员称对此事
不清楚。

市井故事

担心受欺负遮挡车牌
出门忘摘掉光盘受处罚

河北籍的一名司机来
泰安旅游，担心自己的车是
外地牌照受欺负，于是故意
遮挡号牌，没想到因此被交
警处罚。

6 月 18 日，泰安交警
一大队二中队民警在东岳
大街执勤时，注意到一辆
从西向东行驶的黑色轿车
前号牌被遮挡住，民警正
要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
时，车辆急速而过，民警发
现后牌照也被光盘遮住了
部分号码，执勤民警于是
通知下一个路口的民警对
车辆进行拦截。

民警示意驾驶员靠边

停车后，先将光盘摘除下
来，没有发现有任何异样。
检查完驾驶员出示的驾驶
证和行车证，并在公安网
上查实信息后，民警确定
这辆河北籍车辆没有违法
嫌疑。“驾驶员先是吞吞吐
吐，但最后交代了实情。他
和家人来泰安旅游，担心
车辆是外地号牌被当地人
恶意刮蹭，只是住在当地
宾馆时遮挡了号牌，但出
门时忘记摘掉了光盘。”二
中队中队长赵伟说，驾驶
员因故意遮挡号牌受到了
相应的处罚。

本报记者 孔红星

掉进招聘陷阱不醒悟

仨月被骗走六千元
交完服装费又交押

金，交完押金又要红包，为
找“高薪”工作的小李掉进
招聘骗局，在 3 个多月里
被骗十次，共汇出 585 0
元。

小李是山东聊城人，
今年年初来泰城打工，但
每月工资很少，只有 1200
元。小李一直想找个轻松
而且收入高的工作，3 月
份一天，小李看到一则泰
安某大型酒店招聘的广
告，月工资是 8000 元底薪
加提成，让小李非常心动。
他按照上面留的电话和对
方取得了联系，接电话的
是一个女的，自称是酒店
的客服，她介绍了酒店的
基本情况以及招聘信息，
并询问了小李的基本情
况，称小李的条件绝对能
应聘过关。过了几天，小李
赶到这家酒店的大厅，女
客服称她们已经通过酒店
的监控对小李进行了面
试，已经面试合格，小李如
果愿意干就先预交 600 元
服装费。随后向小李的手
机发了一个银行账号，小
李立即向该账号汇去了
600 元。

小李又拨通了客服电
话，女客服称已经给小李
分组了，他可以直接和组

长联系。小李拨通所谓的
组长电话后，对方称干他
们这一行有风险，所以在
上岗之前必须先交上 500
元的押金,小李只好又给
对方汇去了 500 元。五六
天后，对方也没和自己联
系，小李主动和对方联系，
组长称押金已收到，他可
以上班了。但是上班前要
给领导送红包，小李必须
给他和公司王总每人各一
个红包价值 2000 元。看到
对方还要钱，小李就说他
不想干这个工作了，希望
能够退钱给他，组长让他
和女客服商量。小李又拨
通客服电话，女客服称退
款可以，但是只能退全额
的 40%。小李就在电话里
抱怨给红包的钱太多了，
女客服说只给王总一个红
包就行。小李又一次相信
了谎言，给对方汇去了
1000 元。

钱汇过去了，而上班
的电话迟迟没来。终于认
识到到工作没戏的小李又
一次要求对方退钱，对方
又使出种种伎俩进行欺
骗。前后三个多月，小李十
次被骗，共被骗走了 5850
元。

本报记者 陈新 通
讯员 刘小海 李进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白雪) 灵芝小
区部分居民因为自家水管
的水碱过大，担心水质差影
响健康，无奈每天买水喝。

6 月 2 2 日上午 1 0 点
半，记者来到灵芝小区李先
生的家里。他告诉记者，他
已经四五年没喝过自家的
水了，因为烧出来的水水碱
太大，在壶底总会沉上厚厚
的一层。他担心长期饮用这
样的水会患结石病，他只能
选择买山水喝。

11 点，水管开始流出
水，从表面上看，水没有什
么不同，水流也很大。记者
接了一碗水，水还算清澈。
李先生的女儿说：“今天的
水质还不错，前天我看到这
水都是红的，掺杂着黄色，
这种水谁敢喝啊。平常也就
用来洗洗衣服，因为这不是
自来水，是井里的水，出现
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找谁处
理。”在灵芝小区的南面，记
者看到了水塔。一位女士正
在水塔旁散步，她说：“我们
家的水壶半个月就得清理
一次，因为碱性太大，我们
家的太阳能都被水垢给堵
住没法用了。

记者找到了灵芝小区
的居民委员会，一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水在四五年前
是经过化验的，来自地下
200 多米的深井水，富含很
多矿物质，直接就可以喝，
只不过有的居民愿意买山
水。水塔是开发公司建的，
现在四五年过去了，水现在
的质量像不像居民说的那
样，还需要进行化验。我们
小区也愿意用自来水，但是
需要资金，如果有资金可以
接着改管道。

水碱过多

居民每天买水喝

冒用他人信用卡取款近万元

逃离银行时碰到失主
泰城一市民取款时发

现自动取款机中遗留一张
仍在运行的信用卡，他以
为天上掉下馅饼，借机取
走了卡内的9800 元存款。

日前，泰山区人民法
院对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件
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巩
某用他人遗落在自动取款
机上的信用卡，取款近万
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并处罚金20000
元。

2010 年 5 月2 日17 时

许，巩某到中国建设银行
泰安分行唐庄分理处的自
动取款机取钱，发现卡主
张某遗忘在机器内的信用
卡仍在运行。以为天上掉
馅饼的巩某顿起贪念，当
即冒用该信用卡取款9800
元。然而当巩某欲逃离现
场时，被及时返回银行寻
卡的失主碰到，后被赶来
的公安干警抓获。案发后，
赃款已追回，并退还卡主。

本报记者 王颜 通
讯员 贾丰元 石兆慧

一个多月未清理的垃圾堆。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