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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芝罘罘区区已已上上报报550000多多栋栋““危危楼楼””
住建局逐一进行了走访，给居民提出相关建议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王
敏) 近日，有读者向本报反映，
自家楼下贴了一张芝罘区住建
局的通知，称目测该楼墙皮脱
落、漏雨，存在一定隐患，可以
申请安全鉴定。记者从芝罘区
住建局了解到，之前的危房统
计工作已经结束，工作人员对
上报的房屋进行了走访，根据
不同情况给居民提出建议。

19日，记者见到了这张通
知，大体内容为新建村162-166

号楼经目测，该楼年久失修、墙
皮脱漏、漏雨，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希望街道办协调产权单位
或产权人，到烟台市房屋安全
监理中心申请安全鉴定，并按
鉴定意见处理，落款是芝罘区
住建局。

经多方打听，记者才找到
了新建村162-166单元楼。附近
居民告诉记者，虽然排号排到
了166，但整个新建村就这五个
单元，楼房已经有些年头了。

走进楼内，记者看到这里
的格局是最早一批居民楼的样
式，粉子抹的墙、狭窄的走廊、
公共的卫生间。“你看看上面，
全是毛了，一下雨就漏，每年光
做防水不知道在上面花了多少
钱。”住在5楼的孙女士指着客
厅的屋顶说，语气中透着焦急，
随后带记者看了看卧室，情况
差不多。

“这儿当时是这一片最早

的楼，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了，
得有40年了。当时是厂子的家属
楼，现在没人管了。”孙女士说，
楼体有些年头了，他们曾想着
改下格局，但空间狭窄没能改
成，后来打听有没有拆迁改造
的可能，但开发商告诉他们，在
寸土寸金的今天，加上周围狭
小的环境，他们的想法很难实
现。

与孙女士有同样想法的还
有其他几位居民，最让他们发

愁的是，每年忙活着做防水，什
么时候才是头儿。这次烟台进
行危房统计，有居民将新建村
报了上去，虽然有了芝罘区住
建局的回复通知，但居民们又
发愁了。

原来，由于年数久，大多数
原住户都搬走了，现在楼里不
少住户是租住的，少数买了房
子还不到一年，大家根本没法
坐下来商量下怎么办。

随后记者从芝罘区住建局

了解到，目前危房统计工作已
经结束，按楼体来算，芝罘区共
上报五百多栋。工作人员按照
上报情况，逐一进行了走访，根
据目测情况对各个楼进行了分
类登记，现已逐层上报。

根据发现的隐患情况不
同，芝罘区住建局下发了不同
的通知。居民们如果觉得自己
所在的楼存在安全隐患，可以
到烟台市房屋安全监理中心申
请安全鉴定。

电电梯梯因因故故障障失失控控，，一一业业主主受受伤伤住住院院
澎湖山庄13号楼电梯从3楼掉到负2层，电梯公司承担医药费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张
倩倩) 近日，开发区澎湖山庄
的韩先生在乘坐电梯时，因电
梯突然发生故障失控，随着电
梯从3楼掉到负2层，大概20分
钟电梯打开，韩先生被送往开
发区医院。随后，开发区质监局
和电梯厂家去现场检查，电梯
本身不存在质量问题，之所以
突发故障，是有塑料碎片挡住
了电梯读码器，导致临时失控。

事发当日下午，正在给新
家安装门窗的韩先生乘坐电梯
从9楼下去。当下到3楼时，电梯

突然咔嚓一声，接着下行，又咔
嚓一声，继续下行，直到负2层
时才停下。据韩先生介绍，电梯
出现异常时，他就想着摁下所
有楼层的数字，但电梯没有反
应，他就立刻摁下电梯里的紧
急求救按钮。

宋女士说，她赶到现场时，
电梯刚打开，一个保安抬着丈
夫的头，接着被救护车拉走了。

“他当时好像没有意识了，后来
才知道，幸好电梯不是坠落，中
间有个停顿，不过这样受了四
五次惊吓。”

当天晚上韩先生做了CT

等检查，大约花了三千元，费用
由电梯厂家垫付的。据宋女士
介绍，她丈夫轻微脑震荡，还有
软组织挫伤等，伤势不太严重，
但受到的惊吓却让他失眠，三
四天来几乎没怎么睡觉。

发生电梯下落后，宋女士第
一时间拨打了该小区物业的电
话，但宋女士说，物业工作人员
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此，
金桥物业介绍，他们马上联系了
电梯厂家，还派保安去现场，第
二天物业的领导去医院看望韩

先生。“我们在中间协调了一下，
电梯公司与伤者商量赔偿问题，
我们已经给全体业主开了个会，
将此事进行了说明。”

巨人通力电梯公司烟台办
事处工程部陈经理介绍，韩先
生被困在电梯时还能玩手机，
到医院检查后并无大碍，公司
也已派人在医院陪护，并承担
了他住院期间的医药费。“电梯
并不是坠落，也没加速下滑，只
是发生故障，下降过程中不是
十分顺利”，陈经理说，电梯的
质量没有问题。

京京城城男男科科免免费费为为北北明明的的哥哥做做体体检检
活动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0日

本报讯 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联合北明出租车公司、烟台
京城男科医院共同开展关爱“的
哥”大型公益活动，免费为的哥
做体检，从今日起拉开帷幕。凡
是北明出租车公司的男性出租
车司机可携带经营证到北明出
租车公司莱山一楼业务大厅或
者拨打电话2102566报名。一个经
营证最多可以帮助三人享受免
费体检。报名后，主办方将通知
报名者具体体检时间。报名者体
检当天凭经营证到京城男科医
院挂号处领取体检表，登记个人
信息选择体检项目。

据了解，烟台京城男科医
院是经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完全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标准投资兴建，一家集
医疗、临床、预防、康复、保健服
务于一体，烟台首家高起点、高
品质的专业男科医院。医院坐
落于交通便捷、环境优美的南
大街市中心，建有国际医疗水
准万级层流手术室，是北京京
城男科研究院附属医院、山东
省唯一通过国际JCI认证(国际

最权威医疗安全管理和服务标
准)医院，并纳入欧美发达国家
医疗考核标准体系。医院实行
专病、专医、专治，特设六大特
色诊疗中心：前列腺疾病康复
中心、性功能障碍康复中心、生
殖整形微创中心、生殖感染康
复中心、不孕不育孕育中心、心
理疾病康复中心。

作为北京京城男科研究院
在山东省唯一一家附属医院的
烟台京城男科医院，是国家重
点男科学术研究机构。北京京
城男科研究院会集了国内外男
科医学界众多医术精湛的知名
专家，烟台京城男科医院依托
北京京城男科研究院强大的专
家团队和技术实力，本着“健康
男人，幸福家庭”的宗旨，积极
和国际先进男科医疗机构交
流。与美国哈佛大学生命科学
院，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研究院
等多家国外知名医疗研究机构
强强联合，开展男科疾病技术
研究，攻破了男科疾病治疗康
复上的难关，为男科病的康复
和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为男科疾病的交流和推广
提供了平台。

谈到这次免费为北明出租
车公司旗下约1500名出租车司
机进行特殊职业病健康查体的
目的，该院负责人表示，司机看
似清闲，但司机的痛苦别人体
会不到。长时间的久坐，使盆腔
及前列腺部位受挤压而充血，
血流缓慢瘀滞，对病原体抵抗
力减弱，易诱发前列腺炎。

另外，司机因受驾驶工作
的影响不能保证及时、足够的
饮水，常使身体处于轻度脱水
状态，尿液浓缩，易患尿道炎、
膀胱炎，从而诱发前列腺炎。而
且伴随便秘症状，也不利于前
列腺的健康。并且受工作所限
无法或不便及时排尿而强忍
之，造成人为的尿液潴留，膀胱
压力增高。长期如此，可造成尿
路及生殖道上皮防御细菌的能
力下降，致泌尿生殖系统感染。

更危险的是，对于已患膀胱
炎或后尿道炎的患者，其尿液可
经前列腺管逆流入前列腺组织
中，最易致前列腺炎。尤其是炎

热夏季对男性司机的危害极大，
更容易引发一些男性疾病。司机
们为了工作总是忽视自身的体
检，开展这项免费为司机查体活
动也是更好地体现该院“以爱为
核心价值，以患者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本次活动从今日开始，
将一直持续到10月10日。

所有参加免费体检的北明
出租车公司的哥可以从前列腺
液常规、血糖、肝胆彩超、尿常
规、前列腺彩超、心电图、睾丸附
睾彩超、乙肝表面抗原、精索彩
超、精液常规分析、血常规这11

项体检项目中任选六项。体检结
束后，京城男科医院还将免费为
的哥提供一份爱心早餐。除此之
外，烟台京城男科医院特推出针
对北明出租车公司的哥的优惠
政策。凭借经营证，各项手术治
疗费用均可减免5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体检
当天早上不得吃饭，最好不喝
水，头一天晚上不要饮酒熬夜，
注意休息。另外，南大街路段正
在修路，请大家前去体检时，注
意停车安全。

今年5月份，鉴于外地发生楼
体倒塌事故，烟台市开始对全市存
在安全隐患的住房进行排查。如果
居民觉得自己所住楼存在安全隐
患，可以向居委会或者住建部门反
映。经鉴定确属危房的，将由相关
部门根据《烟台市城市房屋安全管
理办法》进行处理。

厚安街路太窄

居民自画提示线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聂子
杰 ) 近日，家住厚安街的市民闫
先生联系本报称，他今年6岁的女
儿在厚安街被一辆车撞伤，虽然
女儿已经得到了救治，但是由于
附近的交通状况一直不好，闫先
生很担心以后还会发生类似的事
情。

据闫先生说，厚安街的交通
状况一直不好，附近的居民也很
头疼。由于临近工商银行、浦发银
行所在的壹通国际大厦，加上附
近的老社区停车条件比较差，每
天在路的东侧都会停满各种车
辆，让原本就不是很宽的厚安街
更显拥挤。

1 9日，记者在现场，还看到
了路面上有用黄色油漆画的提
示线和提示语，据了解，这些都
是居住在附近的市民自发划上
的。“也是没办法啊，平时从这走
的车速度都比较快，小剐小蹭什
么的很常见，我自己以前就在这
被车剐过，不过当时没什么大事
儿，”闫先生说，“但是现在是夏
天，每天晚上在工商银行和农业
发展银行门前的两个空地上乘
凉、玩耍的孩子很多，过马路的
时候万一被撞到了怎么办？如果
可能的话，希望交警部门能在这
设立减速带，让通过这里的车辆
速度能得到控制。”

未到站下公交遭拒

乘客扬言“跳窗”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 1 9日上午8点半左右，一辆
行驶到民航大厦附近的27路公交
车，车上一位男性乘客在车辆未
到达站点时向司机提出要下车，
遭到拒绝后这位乘客竟然自己想
撬门，并扬言要跳窗户下车，在车
辆行驶中还与司机纠缠，遭到车
上乘客的训斥。

19日上午8点半左右，“当时
车已经驶出站点在左拐车道等
待信号灯，车上一位中年男子称
要下车，司机态度很好地向其解
释了现在不能下车，但是男子仍
然坚持要下车。”车上的乘客张
女士说。随后，这位男子又从后
门到了前门，想从前门下车，遭
到拒绝后，该男子就准备自己撬
开车门下车，司机便上前阻止，

“男子当时还扬言自己要从车窗
跳出去，司机告诉他如果不到站
就开门自己会受到处罚，但男子
还称要电话举报司机师傅。”张
女士说。

红灯结束后，这辆27路公交
车继续上路，但是没能下车的这
个男子继续与正在开车的司机纠
缠，“车上的几位年龄大的乘客就
开始说这位男乘客，让他不要在
车行驶时干扰司机，但是男子并
不理睬，还与车上的乘客有了语
言冲突。”张女士说，最后这位男
子在下一站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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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福学路新世纪花园单元楼上，工人正在趁着晴天为楼顶铺设防雨材料。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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