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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管道坏了，全小区都停水
600多户用水频繁遭遇“连坐”，景昀苑小区居民质疑水管阀门设计不合理

本报菏泽3月3日讯 (记者
王保珠) “停水两天了，吃饭都
是问题！”菏泽城区景昀苑小区
业主李先生说，前两天刚修好的
管道，这次又坏了。而且一处管
道出现问题，整个小区600多户
居民都要停水“连坐”，小区业主
质疑水管或者门阀设计不合理。

3日10时许，记者来到景昀
苑小区，看到在南门西侧一号楼
前正有工人修理管道。离楼3米
远的地方，被挖出一个四方坑，

大概有一米深，工人正拿着板子
卸管道接口。管道里的水不断往
外冒，靠着管道有一个小型抽水
机，正在往外排水。“可能是水压
过大，自来水管道比较细，接口
出现破裂。现在还没有办法修，
只能等管道里的水排完了，才能
修理。”

“昨天就没水吃了，饭没法
做，厕所没法冲，的确给生活带
来很大麻烦。”一名业主表示。

“为什么这一个管道破裂停水，

整个小区几百户居民都要没水
吃呢？”景昀苑小区多名业主质
疑自来水管道阀门设置存在问
题，“应该两三栋楼安装一个水
管阀门，整个小区安置水管总阀
门，这样才不至于一处停水，几
百户居民没水吃。”

记者了解到，前几天在一号
楼栋前同样地方出现自来水管
道破裂，整个小区的自来水停
了。当时停了一天，给居民生活
带来了麻烦。

景昀苑小区物业相关负责
人表示，2日下午5点才发现水管
破裂，当时就和安装修理公司联
系，当时他们正在下边县区，没
能来得及维修。据该负责人介绍，
整个多层住宅小区现有600多户居
民，现在工人正在维修管道，预计
当天上午就能修好。针对居民质疑
水管门阀设计不合理问题，该负责
人解释称：“水管支线有门阀，只是
现在打不开了。”

3日下午5点，记者再次来到

景昀苑小区发现，维修自来水管
挖掘的坑没有填埋，坑里面的水
管破裂处已经修好。据业主介
绍，当日13时左右，已经通水。

而对物业公司负责人所说
的自来水管存在分支阀门的解
释，居民并不认同，“要是存在分
支阀门，为何一个地方自来水管
道破裂，会导致整个多层住宅区
居民大面积停水呢？”他们希望
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不要再出
现频繁“连坐”停水现象。

藏身物流公司

非法加油点被查

本报菏泽3月3日讯(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孙春生
黄冰) 1日上午，根据市民

举报，牡丹区安全生产监察
大队联合牡丹区消防大队、
东城办事处在城区双河路某
物流公司内查获一处非法加
油点，执法人员当即对该非
法加油点依法进行查封。

群众来电举报称，在城
区双河路某物流公司内部有
一处非法加油点，没有任何
安全设施，而且超范围经营，
与多种易燃货物在同一院
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接警后，牡丹区安全生
产监察大队联合区消防大
队、东城办事处安监办迅速
派员核查。赶到现场，执法人
员发现一位卡车司机正在进
行非法加油，加油机和两个
储油罐隐藏在一个简陋的大
房子内，整个加油站内没有
任何灭火设施，经营业主未
能提供任何经营许可资质。

“该非法加油点紧挨居
民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
堪设想。”安监部门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执法人员当即
对该非法加油点依法进行查
封。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处
理中。

单县取缔

两家黑网吧

本报单县3月3日讯(记者
李德领) 近日，单县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局接群众举
报，单县李田楼矿区两家网
吧大量接纳未成年人。接到
举报后，执法人员对两家网
吧进行了暗访查实取证，并
联合县工商局一举捣毁了两
家黑网吧。

近日，联合执法队一行
前往单县李田楼矿区，兵分
两路对群众所举报的黑网
吧 进 行 突 击 查 处 。在 网 吧
内，发现一些中小学生正在
上 网 ，室 内 无 任 何 消 防 设
施，网吧内空气混浊，现场
工作人员无法提供任何证
照。执法人员当即对在店内
上网的中小学生进行了批
评 教 育 并 劝 离 现 场 。根 据

《 互 联 网 营 业 场 所 管 理 条
例》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
办法》规定，执法人员对这
两家无证经营的黑网吧予
以取缔，并扣押从事违法经
营活动的服务器和主机、显
示器45台。

目前此案正在处理中。

装修旺季到了，人工费用、建材价格都涨了

好在目前装修价格还未跟风涨

狠夫杀妻，落法网

本报郓城3月3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王荣花) 为了
2万元钱，丈夫竟残忍地将共同
生活多年的妻子杀害后潜逃外
地，迫于公安机关强力追捕和政
策的压力，2月28日，犯罪嫌疑人
张某在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投
案自首。

2月21日15时许，郓城县公
安局刑警大队接到园区派出所
报称：郓城工业园区某纺纱厂放
置编织袋的车间内发现了失踪2
日的女工张甲某的尸体。这引起
了警方的高度重视，民警立即赶
到现场进行勘查，经初步勘查，
死者张甲某体表有明显外伤，系
被殴打致死。

经初步审讯，张某如实供述
了犯罪事实。据张某供述，近年
来，他和妻子张甲某二人经常因
为家庭琐事争吵。春节期间，丈

夫张某得知妻子张甲某领到了2
万元工资，却迟迟没有拿回来，
便心怀不满，为此两人多次言语
不和、发生争吵，张某更是怀恨
在心。2月19日，张某来到妻子张
甲某工作的某纺纱厂车间内，发
现只有妻子一人，便趁其不备，
随手拿起车间内的一台灭火器
砸中妻子头部，并双手掐住其颈
部，致使妻子张甲某当场死亡。
将妻子杀害后，张某用编织袋将
妻子的尸体掩盖后仓惶逃走。由
于死者张甲某当天曾答应下班
后去自己的亲戚家吃饭，但直到
晚上也不见其踪影，其亲戚家人
多方寻找无果后急忙报警，没想
到2天后竟然在车间内发现张甲
某的尸体。

目前，涉嫌故意杀人的犯罪
嫌疑人张某正在带回菏泽途中，
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狗友弑女，终归案

本报郓城3月3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王荣花 ) 犯
罪嫌疑人李某得知朋友家中有
钱，便心生贪念欲偷窃占为己
有，没想到家中有人，蒙骗不成
竟将朋友的女儿残忍杀害后抛
尸荒野。2月28日，经过连续奋
战，郓城警方将其抓获归案。

2月27日15时49分，郓城
警方接到群众报警：郓城县丁
里长镇芦营村刘南沟河北沿
发现一具女尸。经过民警的现
场勘查，死者为一名年轻女
性，体表颈部有外伤，尸体发
现地点为抛尸现场，后经进一
步确认，死者身份为郓城县郓
城镇郁胡同村人15岁少女郁
某。专案组经缜密侦查成功锁
定丁长镇芦营村人李某有重
大作案嫌疑。2月28日，侦查民
警将李某成功抓获。

后经审问，犯罪嫌疑人李
某和受害人郁某的母亲马某熟
识，并在聊天过程中得知马某
家中存放有2万元现金，遂心生
贪念欲据为己有。1月18日20时
许，李某悄悄来到受害人家伺
机偷取钱财，不料发现马某的
女儿郁某独自在家，为了掩盖
自己的意图，李某谎称其母亲
马某在外面玩麻将，让自己来
取钱。听到李某的话，郁某表示
怀疑并称要打电话与家人核
对，李某害怕事情败露且企图
抢走放在桌上的1000元现金，
便与郁某发生争抢。争执中李
某使用塑料门帘将郁某勒死，
将桌上的1000元现金放进了自
己口袋，李某为了掩盖自己的
罪行，用受害人家中的三轮车
将郁某尸体拉至丁长镇芦营村
刘南沟河北沿，扔进了草丛中。

为了2万元，这两人昏了头

本报菏泽3月3日讯(记者
陈晨) 阳春三月，新年的第一
个装修旺季到了。3日，记者走访
市区多家装修公司了解到，今年
装修人工、建材价格均有上涨，
装修人工平均涨价一成，但目前
受访装修公司均表示装修报价
尚未上涨。业内人士建议，今年
准备装修的市民，可趁此机会前
去咨询。

“涨了一成多，现在是刚开
始，再过两个月可能更明显，”
4 1岁的装修工屈传亮告诉记
者，刚过元宵节，夫妻二人的铺

砖团队就接到了两个单子，价
格当然比去年高了一截，“按平
方算，一平方价格涨了一块钱，
按天算，一天工资涨一成吧。”
屈传亮笑着说。

据了解，不仅是装修人力成
本，连装修原材料也略有上涨。
业内人士透露，墙面乳胶漆、板
材等原材料涨幅都在一成上下。

“去年就听说装修要涨价，
年前下的订单，现在才开始装
修。”家住华英路南华康城小区
的王女士说，幸亏去年下的订
单，前几天来家里吊顶的工人都

说涨价了。
装修人工、装修材料都涨价

了，装修公司报价是否也涨价了
呢？记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咨询了
4家装修公司，得到的答案均是
尚未涨价，但不排除近期调整报
价的打算。

菏泽城市人家装修公司市
场部经理尹燕清告诉记者，“现
在报价尚未调整，还是按照去年
的标准执行，但是在我们这边工
作的油漆工、泥瓦工的工资都已
经上涨10%。”

此外，记者从菏泽业之峰装

修公司了解到，春季装修旺季的
一个小高峰开始初露头角，从正
月初九开工以来，已经接到了十
几个装修订单，每天前来咨询的
客户也逐渐增多。

业内人士建议，春天是最
好的装修季节，而且很多装修
公司都会做优惠活动，尽管目
前菏泽部分装修公司报价尚未
上涨，但人工、材料的涨价对装
修公司影响很大，不排除近期
会调整报价的可能，如果今年
有装修需求的市民还是越早签
订合同越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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