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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为尊 安全供气”

安安全全用用气气需需谨谨记记

本报泰安4月1日讯(记者
王世腾) 近年来，泰安泰山

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受理的漏
气报修数量日益增多，其主要
原因是用户家中燃气计量表
超期使用及管道锈蚀所致。泰
安泰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发
布警示：燃气表超过使用年限

应及时更换。
据了解，按照国家《膜式

燃气表》(JJG 577-2012)管理
规定，燃气表的使用年限为：
人工煤气计量表不超过6年，
天然气计量表不超过10年。目
前，许多老城区居民用户家中
燃气表“超期服役”，有的甚至

连续使用20余年。这些燃气表
超过使用年限后，其接口及内
部构件均易老化、碳化，如不
及时更换，极易造成漏气，对
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
胁。

现泰安泰山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正在推广室外挂表，室
外燃气立管全部使用预涂覆
环氧镀锌钢管，每个接口位置
全部刷漆防腐，美观安全，方
便控制维修。如果出现室内或
室外管道漏气，可以在室外关
闭总阀门防止出现燃气事故。

泰安泰山港华燃气有限
公 司 提 醒 广 大 管 道 燃 气 用
户：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
您 关 注 燃 气 表 使 用 是 否 到
期，如超过期限，请及时向燃
气经营企业申报更换新表。
根 据 国 家 计 量 检 定 规 程 要
求，天然气计量表的使用期
限不得超过10年。以免由于
燃气表老化，易发生泄漏，引
起燃气爆炸事故，威胁用户
的生命财产安全。

公司24小时服务热线：
8227085 6987771

春季是室外施工的高峰
期，为减少和避免第三方施工
破坏燃气管道及设施造成的

生命财产损失，泰安泰山港华
燃气提醒您注意以下方面：
一、建设、施工单位注意事项

1 .建设单位在开工前，一
定要查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
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
2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管道
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
施保护方案，确保燃气设施安
全运行；3 .严禁野蛮施工；4 .
违规施工损坏燃气管线设施
的，将依法严格追究有关单位
和个人的责任。
二、国家法规禁止从事下列危
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1 .建设占压地下燃气管
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2 .进行爆破、取土等作
业或者动用明火；3 .倾倒、排
放腐蚀性物质；4 .放置易燃易
爆危险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

物；5 .侵占、毁损、擅自拆除或
者移动燃气设施；6 .毁损、覆
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
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7 .其
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三、室外燃气泄漏处理

地下燃气管道发生泄漏
后，一旦渗入周围的下水道、
窨井以及其它地下密闭的空
间，遇到明火，容易引发爆燃
事故。市民和建设、施工单位
发现室外地下管道泄漏，应立
即通知燃气公司组织抢修，同
时对泄漏现场进行安全监护
和疏散，禁止火种进入泄漏区
域，并协助抢修人员查清具体
泄漏位置，报警电话：8227085
6987771或119 (王世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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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家添安心

壁挂炉
保养注意事
项：1 .壁挂炉
与其它设施
保持安全距
离 ，不 得 挂
物 ，接 触 电
线；2 .春季取
暖结束后，用
户需要用壁
挂炉洗澡的
只需关闭取

暖模式即可(但暖气系统压力必
须在工作范围之内，否则对壁挂
炉造成损坏)；3 .壁挂炉停用后，
切勿放掉系统内的水，放水后进
入空气反而增加壁挂炉及暖气系
统的锈蚀度；4 .壁挂炉停用后，切
记关闭壁挂炉燃气连接阀门。

安装使用壁挂炉注意事项：
1 .请选择有国家生产许可证的品
牌产品；2 .每种型号必须获得国
家燃气具质量检测中心的合格报
告；3 .每种型号必须获得国家燃
气具检测中心的能效检测报告；
4 .请由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安装；
5 .请保持使用场所通风，必须规
范安装烟道(废气必须排到室外，
严禁排到公用烟道)；6 .建议使用
不锈钢燃气专用波纹管连接气
源；7 .根据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规定，严禁燃气用户擅自安
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港
华紫荆系列燃气具销售热线：
6272177 (王世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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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煤矸矸石石““山山””冒冒烟烟 离离村村不不足足百百米米
肥城市湖屯镇白庄村村民熏得难受，白庄煤矿称不会挪“山”只能防自燃

3月21日，记者第一次来到白
庄村，在村西头就能闻到一股刺鼻
味道，气味的源头就来自村南侧的
矸石山。“从年前开始就闻到这股
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现在没什
么大事都不愿出门。”村民吕先生
说，这股味道从半年前就能闻到，
最近两个月刺鼻味道特别明显。

矸石山与村庄只有一条小路
相隔，在这条小路上经过的两位村
民都戴着口罩。“这股味道实在是
太浓了，戴上口罩也起不到作用，
但是总比不戴强。”范先生说，如果

刮南风的话，这股气味就会刮向村
里。

据了解，村南边的矸石山一共
有两座，高的一座已经燃烧殆尽，
南边又堆起一座矸石山。“最初那
处矸石山因为高，又离得远一些，
气味并不明显。但新形成的这座矸
石山距离村庄近、高度低，所以气
味才这么明显。只要煤矿持续开
采，就会有新的矸石被开采出来。”
吕先生说，矸石山和村子的距离，
从十年前的一公里逐渐缩短到现
在的不到100米。

在新形成的矸石山顶
部，有几位工人正在向矸石
山上浇水。吕先生说，那是白
庄煤矿为了避免矸石山自
燃，采取降温措施，减少刺鼻
气体的产生，但解决不了根
本问题。

“村里有些老人孩子为
了躲避这种气味，在外租房
或者住到亲戚家里。有条件
的家庭已经在城里买房，不
在这里住了，村里原来有400

多户村民，现在大约走了五
分之一了吧。”范先生说，一
到晚上，这种刺鼻的味道会
比白天更加浓烈，他住在靠

近路边的地方，距离矸石山
很近，关紧门窗之后常被这
种气味熏得睡不着觉。

在距离矸石山较远的村
北头，也能闻到这股刺鼻的
味道，但明显比南头减弱了
许多。“年前我就感到嗓子不
舒服，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自
己有支气管炎，我怀疑也是
跟刺鼻气味有关。之后我就
到村医务室打针吃药，到现
在还没好。”吕先生说，之前
发生过矸石山爆燃的事件。
吕先生还向记者出示了矸石
山起火的照片。村民希望这
座“山”尽快搬走。

白庄煤矿科技科张科长
介绍，矸石山在起初形成的时
候，的确产生了刺鼻气味，自
燃产生的硫化物也影响到村
民生活，为避免气味的扩散，
矿上采取洒水降温、灌注黄泥
浆等措施，并且在矸石堆上铺
一层颗粒小、密度大的矸石，
用铲车轧平轧实。“如果洒水
过猛，遇到自燃点就会产生蒸
汽，在积攒到一定程度后，水
蒸气就会引发爆炸，所以洒水

也只能是缓慢进行。”张科长
说，目前的整改重点是消除气
味，避免扩散。

张科长说，堆矸石占地经
过村里同意，他们和村委会之
间有协议。如果将矸石山全部
挪走，实施起来比较困难，也
不太现实，目前只能控制冒烟
范围。

肥城市环保局对白庄矿
矸石山散发刺鼻味道事件展
开调查。

矸石山曾起火

常传来刺鼻味

煤矿称挪“山”难

只能防止自燃
煤矸石堆成山 离村不足百米

肥城市湖屯镇白庄村南侧煤矿开采的矸石堆积成山，原本距离村子一
公里远，现在仅剩不足百米。近日，煤矸石自燃发出的异味越来越浓。白庄煤
矿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煤矿采取浇水降温、灌注黄泥浆隔离空气避免自燃
等措施，控制刺鼻性气味的散发。肥城市环保局正展开调查。

高处的矸石山已经燃烧殆尽颜色变黄。

文/片 本报记者 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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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煤矸石是一种在成煤过程
中与煤层伴生的含碳量较低的
黑灰色岩石，属于煤伴生废石。
由于煤和硫铁矿可能伴生在一
层，硫磺和煤矸石堆积在一起，
自燃就会产生硫化气体。

国家已出台《煤矸石综合
利用管理办法》，今年3月1日起
执行，禁止新建煤矿及选煤厂
建设永久性煤矸石堆场，确需
建设临时堆场(库)，原则上占
地规模按不超过3年储矸量设
计，且应有后续综合利用方案。
据了解，煤矸石可用于发电、建
材及制品、复垦回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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