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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城中事

地地热热废废水水入入横横河河倒倒灌灌居居民民区区
河岸护坡已有多处塌陷，水位还在上涨

德城区建
百余“和事老”

中中泰泰尚尚居居““借借道道””通通自自来来水水遇遇波波折折
经协调有望在两周后改造完成

14家申报
山东老字号

客车渗出血水
竟是一堆羊肉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周静 陈新 ) 12月4日，
记者了解到，德城区已建立基层调
解组织107个，仲裁案件54件，为劳
动者挽回经济损失共计 1 0 0余万
元。

按照上级部署，德城区在事业
单位建立健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组织；针对历年调解仲裁案例进行
分析整理；通过案例使厂长经理认
识到违法的代价及成本，自觉主动
签订劳动合同、规范用工及裁员、
保证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社保
缴费积极性，自觉协调好劳动关
系。

截至目前，德城区已建立基层
调解组织107个，其中：企业劳动争
议基层调解委员会68个，镇、街(办
事处)区域性调解组织6个，机关劳
动人事调解委员会33个。此外，仲裁
案件54件，其中调解的案件占总处
理案件数的72%，为劳动者挽回经济
损失共计100余万元。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孙婷
婷 ) 12月4日，记者从德州市商务
局获悉，德州市第三批“山东老字
号”申报，共有 1 4家企业参与申
报。截至目前，德州市有包括“中
华老字号”“山东老字号”在内的
企业1 2家，涉及餐饮、食品、零售
等行业。

据了解，德州市有包括“中华
老字号”“山东老字号”在内的企
业1 2家，涉及餐饮、食品、零售等
行业，其中“中华老字号”企业 5

家，分别是德州扒鸡集团有限公
司、德州市又一村饭店、德州通德
酿造有限公司、古贝春集团有限
公司、德州永盛斋扒鸡集团有限
公司。在德州市老字号名录中，也
有圣喜牛羊肉清真食品、益和成
糕点、米氏酱香羊腿等近几年新
入选的品牌。

根据评选标准，入选企业要拥
有商标所有权或使用权；品牌创立
于1956年以前；传承独特的产品、工
艺或服务；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的企业文化。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滕兆来 ) 一辆载满乘

客的大客车，行李舱的缝隙内不断
往外渗出鲜红的血水……12月2日
上午，夏津县交警大队的民警在国
道308线上遭遇了这令人“恐怖”的
一幕。

当天上午10时许，一辆河北籍
的大客车沿国道308线经过夏津县
双庙警务站时，交警对客车进行了
例行检查。当检查客车行李舱时，
发现行李舱的缝隙内正在滴滴答
答地渗出血水，将路面染红了一
片。司机极不情愿地打开舱门，几
条白色塑料袋立即映入交警眼帘，
塑料袋内装满了肉块，仔细一看，
原来是些羊肉和羊腿。

这些羊肉和羊腿都是司机捎
给在北京顺义县的一位亲戚，这
次他捎了6袋子羊肉羊腿，总共有
7 0 0多斤，原本是冰冻的，后来因
为气温升高，血水融化后渗了出
来 。最 终 交 警 对 客 车 司 机 处 以
1000元的罚款。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陈
兰兰 ) 12月4日，中泰尚居的
王女士拨打本报热线反映，小
区的49户居民已经上交了自来
水改造的费用，为节省开支，自
来水管道需要经过皇锦园小
区，双方物业没有达成一致，改
造工程被迫中断。

“2012年在中泰尚居买房
住进来后，才发现这里的水有
问题，不仅水的颜色发黄，而且
还有异味。”王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小区每家每户的用水还存
在这种问题，当时曾自费到相

关部门进行水质监测，得出水
中氟化物含量超标3倍，菌落总
数的含量超正常值的15倍的结
论。居民多次找到物业，才知道
小区用的是深井水，根本不是
合同上写的“实行一户一表，自
来水公司管网供水”。

“当时就和中泰置业开发
商商讨安装自来水的问题，自
来水公司给做出了39万元的预
算，开发商想全部让居民承
担。”小区的居民张先生说，交
房时已经交了一次开口费，小
区里一共只有49户，每户平摊

后还要支付一笔昂贵的自来水
开口费，协议一直没有达成。

南营社区书记刘爱国说，
当时居民和开发商都不愿拿
钱进行自来水改造，但是居民
用上自来水的愿望迫切，南营
社区一直和开发商协商，最后
达成的协议是：居民按16 .5元
/平方米支付，剩下的费用由
开发商支付。本以为改造工程
能顺利进行，但为了节省开
支，管道需要经过皇锦园小
区，一直得不到皇锦园小区物
业的允许。

皇锦园小区的物业经理贾
凤迎告诉记者，以前因为小区
排污水的问题，两个小区的物
业就曾发生过冲突，但是考虑
到中泰尚居居民通自来水的愿
望就同意了他们施工的要求，
没想到在施工过程中工人挖坏
电缆，才有了阻止他们在自己
小区施工的想法。

4日上午，记者联系中泰尚
居的物业杨经理后，得知已经
得到皇锦园小区物业的允许，
改造工程得以继续，小区有望
在两周后用上自来水。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马志
勇 贺莹莹) 进入供暖季以来，
德州横河周边居住区内的地热
水连同新华工业园内厂区污水
汇入河道，致水位不断上涨。近
日，逼近河岸的污水倒灌入附近
的小区和工厂。

12月4日上午，在横河岸边的
桃园小区四号楼门前，下水道正
泛着气泡外冒黑水，臭味扑鼻而
来。紧邻河边的一处厂房几乎被
泡在水中，厂区内的半地下仓库
里积满齐膝的污水，货物漂在水
中。在一处车间内，污水还从地
面的裂缝中不断往外渗出。

横河的西侧通过水闸连接
岔河，东侧延伸至德州市第三水
厂库区，曾作为水厂取水道使
用，河水被污染后在靠近水厂一
侧被节制闸截断，成为一段死
水。冬季，附近通过地热供暖的
小区废水连同周边厂区的污水
汇入横河，导致水位暴涨。被泡
在水中的河岸护坡已有多处塌
陷，且水面还在持续上涨。

在横河的东侧节制闸处，
横河内的黑水距离闸顶仅有10
多厘米，部分污水已渗到了坝
外，导致节制闸另一侧的水质
开始变得污浊，坝下20余米处有
一道临时圈起的土坝。德州市
第三水厂库区侯经理说：“若污
水漫过大坝，即可顺着河道进
入库区周围。”

德州市环保局宣教科郭本
芳表示：“库区周围为水源保护
区，严禁各类污水进入。”

横河管理方新华街道办事
处目前安排多台抽水泵，将河水
转移至附近的沟渠，以缓冲河道
压力。

桃园小区居民骑车通过倒灌到楼前的积水。

在河边一厂区的地下仓库里积满齐膝的污水。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患有精神病走失
一年后家人团聚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李吉华 ) 产
品本身质量没有问题，并未安
装固定前轮和车架的螺丝，近
日，禹城市实验中学的初二学
生小马在上学途中由于新买
的山地车散架，身体多处都被
摔伤。

11月27日，家住禹城市城
市花园小区的马先生为正在上
初中的儿子购买了山地车。12
月2日，儿子上学途中，这辆山
地车前轮突然脱落，儿子摔倒
在地。由于速度不快，摔伤并不
是太严重。马先生想新买的山
地车不到五天就散架，随即到
山地车经销处讨说法，要求赔
偿医药费。商家对散架的山地
车进行了检查，未发现有断裂
开焊的情况。商家表示免费为

马先生重新安装山地车，对于
赔偿医药费的要求，商家表示
不予承担。

禹城市工商局接到投诉
后，工作人员对商家提供的
该批次山地车进行了检查，
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工作
人员仔细检查散架的山地车
时，发现固定前轮和车架的
螺丝已经不见了，没有脱落
的后轮和车架连接处的部件
非常松，随时有脱落的危险。
原来商家购进的山地车大部
分都已经组装完毕，只有前
后轮需要经销商自行安装才
可以销售。很明显，山地车前
轮脱落是因为商家安装时的
大意造成的。在工商工作人
员的调解下，商家承认了错
误，并承担了医药费。

自行车螺丝没安好
前轮掉下来摔伤人

多台水泵将河水抽入附近沟渠，缓解河道压力。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崔秋芬
赵琳) 11月28日下午3点，安
徽省的杨先生带着父亲来到
了宁津县张大庄派出所迎接
自己走失的母亲，近一年没
有见面的母子二人乍一相见
就抱头痛哭。

11月27日晚上8点左右，
宁津县公安局张大庄派出所
民警巡逻时发现一名衣衫褴
褛的妇女。民警上前询问情
况，听懂了她喃喃自语的一
句话，“俺叫艾桂英(音同)，家
在安徽萧县”。

民 警 用 分 别 用“ 艾 桂
英”、“艾贵英”等关键字通过
全国人口信息系统查找该妇
女的身份信息，经过认真比
对筛查，民警查到一名叫艾

桂英的身份证照片与该妇女
面部特征非常相似，随后，根
据此身份证上的信息民警联
系了安徽省萧县公安局。萧
县公安局立即与艾桂英的家
人取得了联系。

11月27日晚上11点多，宁
津县公安局张大庄派出所民
警接到了艾桂英的大儿子杨
先生的电话，经过沟通核对，
杨先生肯定民警救助的老人
就是自己于年初走失的母
亲。杨先生当即决定第二天
就赶过来接人。

原来，现年51岁的艾桂
英女士二十多年前就患上了
精神分裂症，她自今年正月
从家中走失，家人四处寻找，
走失近一年以后，终于在宁
津找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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