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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起火危及仓库剧毒农药
救援人员拆墙救火，经3个小时扑救阻止了火势蔓延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王亚
男) 17日凌晨4时50分左右，张店
原山大道和青银高速交叉口附近
一家农药厂起火，危及仓库剧毒
农药。救援人员拆墙救火，经过大
约3个小时将火扑灭，避免了悲剧
发生。

接到市民热线后，记者迅速
赶到火灾现场。起火的是一家农
药厂的厂房。当时，厂房正在燃
烧，大火已经把该厂房的顶棚烧
塌，现场烟雾弥漫。由于起火的是

部分农药，现场气味呛人。厂里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火的厂房
的西面仓库里存有大量含有氰的
农药，这些农药含有剧毒，火要是
烧到仓库就麻烦了。

救援人员调来了铲车，把挨着
仓库的厂房墙壁铲塌，形成隔离
带，紧接着对起火厂房实行破拆，
随后对仓库进行灭火。过了约3个
小时大火被扑灭，阻止了火势蔓
延。目前，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本报 7月 1 7日讯 (记者
崔洋洋 ) 1 7日，淄博迎来了
雨后初晴短暂的阳光，但是高
温高湿的天气让市民感到不
适。据气象部门预计，18日、19

日，淄博将出现明显降雨，但
是仍然难以带走闷热的桑拿
天，提醒市民注意防暑降温。

近一段时间，强势暖气团
不断“侵扰”淄博，上周接连几
天的大雨曾让饱受高温袭扰的
市民过了几天“清凉的日子”。
但 是 ，仍 受 暖 气 团 控 制 的 淄
博，在雨后初晴的16、17日迎来
了闷热桑拿天，虽然17日的最
高气温只有33℃，但是空气湿
度达到了60%。

“太难受了，这空气湿得都
能拧出水来。”17日，市民黄先生
刚一出门就抱怨当天的高温高
湿天气。市民刘女士说：“空气太
潮湿，以前衣服洗完了一天就能
干，现在两天还干不了。”预计未
来三天，闷热的桑拿天依然存
在。

据市气象台 1 7日 1 6时发
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18—
1 9 日 ，淄 博 市 将 出 现 明 显 降
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局部有暴雨，并伴有雷电。降
雨量可达20～40毫米，局部50

～70毫米。
另外，2 1～ 2 2日，淄博市

仍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由于
部分地区前期降水较多，请相
关部门注意做好城市内涝、田
间渍涝和山洪地质灾害防御
工作。

▲17日，张店一名卖菜老人在自制的遮阳伞下，拿“招牌”当扇子降温。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日期 天气 最高气温 风向 风力

18日 (星期四) 中雨 30℃ 南风 3-4级

19日 (星期五) 大雨 28℃ 南风 3-4级

20日 (星期六) 雷阵雨 29℃ 南风 3-4级

21日 (星期日) 雷阵雨 29℃ 南风 3-4级

22日 (星期一) 雷阵雨 32℃ 南风 3-4级

23日 (星期二) 多云 33℃ 南风 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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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突坠老人受伤追踪：

物业管理处主任

上门道歉

本报7月17日讯 (见习
记者 孙鲁 ) 17日，家住
张店鑫盛城市风景小区的
张女士致电记者，昨日下午
4时左右，负责该小区的淄
博信实物业有限公司城市
风景管理处主任登门，向13

日乘坐电梯被困半小时的
老人道歉。

1 3日上午9时3 0分左
右，张女士的母亲从5号居
民楼五楼坐电梯到一楼，
刚一按下关门键，电梯就
呼呼往下坠。老人在电梯
里被吓得血压升高，膝盖
也受了伤。张女士要求物
业带老人去检查身体，但
是物业却称没有自己的责
任，后来电梯公司的人带
了老人去查了查血压。为
此，张女士要求物业管理
处主任当面道歉。

16日下午4时左右，物
业管理处主任到张女士的
家里当面向老人道歉，并向
老人解释了自己工作的难
处，也说了希望小区居民能
够爱护身边的设施。

谦恭有礼

实践文明旅游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李超) 17日，市旅游局下发
通知，开展“做谦恭有礼淄
博人”实践文明旅游活动，
该活动旨在为深化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进一步提
高游客文明旅游素养。

本次活动将围绕旅游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
题，以做“谦恭有礼淄博人”
为主题，以文明城市创建为
载体，引导市民在旅游等方
面自觉履行公民义务，增强
广大市民的安全意识、文明
意识、和谐意识、公约意识，
摒弃陋习，培育形成谦恭有
礼文明旅游之风。

通知还要求各A级景
区、旅行社、星级宾馆要落
实活动的相关具体要求，规
范文明旅游行为，提升旅游
服务水平。

檐口挂件脱落

一工人被砸身亡

本报讯 17日早7时30

分左右，在张店区步行街立
面粉刷施工过程中，施工人
员王某在3楼平台搭设施工
吊篮时，相邻建筑4楼檐口
欧式挂件意外脱落，击中王
某头部，现场施工人员迅速
拨打120对其进行救治，王
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张店区立
即责成相关部门迅速展开
事故调查及善后处理工作；
同时要求对步行街欧式挂
件进行全面检查，对已腐蚀
破损的予以拆除或更换，并
在全区建设领域就建筑施
工安全迅速开展全面检查、
整治工作。 (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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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罗静 通讯员 邢丽娟) 17日，沂源一村民喷洒农药时，因天气闷热而中毒。
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提醒农民朋友，夏天喷洒农药要做好防护措施。

17日14时28分，市医疗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沂源县中庄有一名因喷洒农药中毒的患者需要救治。调
度员迅速派出沂源县医院的急救车赶往现场救治，目前病人病情平稳。

据了解，现在正值喷洒农药时节，由于天气太闷热，皮肤毛孔扩张，在喷洒农药时极易造成经皮肤吸
收而引起农药中毒。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在此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天气闷热，为庄稼喷洒农药时一定
要注意穿长衣长裤、戴好口罩、帽子，做好防护措施，避免经皮肤吸收引起农药中毒。

喷农药遇闷热天

沂源一村民中毒

大雨又要来，难冲走桑拿天
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温度湿度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154座城市桥梁31座有隐患
目前已整改20座，仍有部分桥梁无人养护管理或养护管理不到位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李超)

近期，淄博市市政环卫处对全市城
市桥梁管理工作进行了大检查，主
要对全市154座城市桥梁中存在隐
患的31座进行了重点检查，下达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7份。

目前，31座隐患桥已整改20

座，列入近期维修改造计划的桥
梁有8座，另有张店区东货场北门
桥、新村路孝妇河桥，沂源县历山

路拱桥等3座尚未列入整改计划。
市政环卫部门检查发现，目

前一些区县城市桥梁仍存在养护
管理单位不明确或养护管理不到
位等问题。部分新建、改建的城市
桥梁完工后，未移交给相应的养
护管理单位，如沂源县石臼南桥、
儒林集桥。还有的桥梁养管单位
以种种原因推诿扯皮，拒不承认
养护管理职责，如张店新村路孝

妇河桥，机关单位不承认其养护
管理职责。有部分桥梁养管单位
没有尽到相应责任，不进行养护
管理工作，如沂源县同济大桥、埠
下大桥、东高庄大桥、西鱼台大桥
和西台大桥，作为产权和养护单
位的南麻镇和西台村一直未正常
开展桥梁养护管理工作。检查中
还发现，城市桥梁检测评估工作
落实不到位，不经专业的检测评

估，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养护维
修，导致桥梁病害加剧，存在质量
安全隐患。

市政部门要求下一步各区县
要明确“无主”桥梁的产权和养护
管理单位，做好桥梁的移交工作，
并重视城市桥梁检测评估，督促
城市桥梁养管单位加强养护维修
管理工作，确保城市桥梁安全运
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Y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