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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管管道道被被挖挖坏坏 城城西西大大范范围围停停水水
自来水公司连夜抢修，昨日中午恢复供水

住酒店停好车
一夜间添划痕

本报泰安8月2日讯(实
习记者 明敬丽 ) 8月 1
日，季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
话称，7月31日晚，他在肥城
新合作国际酒店入住，第二
天早上发现轿车被划，季先
生怀疑是酒店垃圾车划伤
所致，双方争执不休，最终
经双方协调，酒店赔偿季先
生修车费用300元。

据季先生介绍，7月31
日，自己同朋友因工作一起
到肥城出差，晚上选择在新
合作国际酒店入住。入住当
晚，季先生在酒店工作人员
的指引下，将车停在了酒店
地下停车场。第二天早上退
房时发现，靠近车头部位被
划了长长一道刮痕。季先生
发现自己停车位置靠近过
道，时而有酒店运垃圾的车
子在此处穿过，怀疑轿车是
被酒店垃圾运输车刮伤的。

随后，酒店工作人员通
过监控看到，当晚确实是有
垃圾运输车经过季先生的
轿车，但因监控安装在后
面，无法准确判定划痕是否
由垃圾运输车所致。

8月2日，酒店工作人员
明女士说，“因为监控没有
拍到具体的细节，责任无法
断定，有可能是季先生入住
酒店前刮伤的，也有可能是
其他人划伤的，酒店一直在
跟季先生协调这个事情。”

季先生认为，事情发生
在酒店，酒店都具有一定责
任，酒店没有事先告知停车
位置的风险性，车辆过道很
窄，因此应对此事负责任。

新合作国际酒店刘经
理说，目前已经和季先生达
成和解，酒店愿意支付300
元修车费用，超出部分由季
先生本人承担，双方已达成
共识。

公告

泰安佳雪锅炉有限公
司：你公司辐射安全许可证
(鲁环辐证[09122])于2015年
8月8日到期，请按照环保部
第3号令规定，向山东省环
保厅提出延续申请，逾期不
延续，省厅将对你公司许可
证予以注销。特此声明。

泰山区环保局

本报泰安8月2日讯(记者
王世腾) 8月1日晚间，泮河

大街工人修路时，将自来水主
管道挖破，城西大部分区域停
水，自来水公司连夜施工，2日
上午10点左右完成施工，中午
12点左右陆续恢复供水。

2日，在泮河大街与南关
大街交界处往西200米，4名工
人正在修补自来水管道，管道
下泥水泥泞，工人们用铁圈将
管道拴住。“昨晚上挖掘机施
工时，把管道挖坏了，现在差
不多处理完了。”泰安市自来
水公司工作人员说，挖坏的自
来水管道，为泰城西部主供水
管道，水压较大，蹿出的自来
水有2米多高。

自来水公司赶忙关紧总
阀门，待管道里的水放干后，
才进行焊接修补。

大热的天，突然停水，苦
了西部的不少市民。“昨晚上10
点就停水了，也没见到通知，
太阳能的水太热，也不敢都用
了。”家住乐园小区的李女士
说。

一些网友也在网上纷纷
调侃大热天停水。“泰安南外
环多个小区停水了！附近新求

交往方式:我家有水。新炫富方
式：我刚洗完澡。新找死方式：
我刚打完水仗。据说有一种热
水澡只有附近人才能懂，叫做
没有凉水的热水澡，分分钟要
被烫死啦。小伙伴们，你们昨
晚洗得都还好么？”

2日上午10点左右，被挖坏
的自来水主管道整修完毕。

“再过1个来小时，市民家中就
会来水，刚来水的时候，市民
需多放一放，以防水里有渣
滓。”工作人员说。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张伟) 8月1日下午
5点半左右，粥店办事处大
佛寺小区，一名女子手拿小
刀，坐在四楼窗口，声称活
着没意思，有跳楼迹象。公
安、消防赶往现场处置，消
防官兵趁女子注意力转移
的瞬间，将其成功救下。

“我们小区有人要跳
楼，公安和消防正在楼下劝
说。”8月1日下午5点半左
右，大佛寺小区的王先生拨
打本报热线6982110反映，一
名女子坐在四楼窗口，有跳
楼迹象。王先生说，该女子
不是他们小区的住户，疑似
因感情问题，一时想不开，

“她一会一句话不说，一会
又不停地说着什么，情绪很
不稳定。”

事发现场周围有不少
业主围观，公安、消防、医护
人员正在现场处置。一名身
穿短裤的女子，两手扶着窗
框，蹲坐在4楼楼道的一窗
口处，与救援人员僵持。

几名消防战士抬出救生
气垫，铺设在女子所在窗户
的下方。“听说她到泰安找她
对象，但一直没找到。”围观
的一名业主介绍，该女子有
20多岁，来自外地，在窗户位
置已经待了一个多小时。

消防战士一边劝说，一
边尝试靠近该女子。“她情
绪不是很稳定，看我们靠
近，立刻警惕起来。”一名救
援人员介绍，女子蹲坐的窗
台上，放着一把小刀，女子
胳膊上有多道划痕，并能清
晰看到血迹。女子声称“活

着已经没有什么意思”，并
不断伸头向楼下查看。

消防战士劝她为父母
多考虑考虑，“你这么年轻，
万一有什么好歹，你为你父
母想过吗？他们该有多伤
心。”在消防战士的劝说下，
女子情绪变得稍微平静，一
度哽咽起来。消防战士趁女

子低头抹眼泪的间隙，一把
将其拉下窗口，带离到安全
区域。

看到女子被成功救下，
现场围观的群众也松了口
气。由于女子胳膊上有划
痕，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处
理。

(奖励线索提供人50元)

女女子子蹲蹲四四楼楼窗窗台台说说““活活着着没没意意思思””
消消防防战战士士劝劝了了又又劝劝一一把把救救下下

本报泰安8月2日讯(记
者 赵兴超) “老四，看看
这是你的照片吗？”7月31
日，这样一条陌生的短信链
接，让市民刘先生四个小时
损失了2 . 5万元。木马病毒
屏蔽了银行卡短信通知功
能，20笔盗刷交易一笔也没
有通知。

7月31日中午，当天过
生日的刘先生收到一条短
信，内容为“老四，看看这是
你的照片吗？”在大学宿舍
排行老四的刘先生，以为是

老同学的祝福短信，打开后
点击了短信内的网络链接，
进入后有一张图片的图标，
但就是打不开。

当天下午，刘先生接到
一个北京的电话，告知他有
一张银行卡已经挂失，他想
了想没有挂失过银行卡。等
到晚上10点多回家，闲下来
的刘先生打开网银，发现卡
里的钱突然少了2 . 5万元，这
才意识到银行卡真出事了。

8月1日，通过银行流水
查询得知，刘先生的银行

卡，在7月31日下午5点多到
晚上10点多，被20笔交易先
后刷出去2 . 5万元，消费途
径分别是四家不同名字的
第三方交易平台公司，包括
网银在线、快捷支付、通融
通科技、国付宝等，每笔交
易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
元。卡里原本有15万多，只
剩13万。及时冻结账户后，
刘先生保住了卡里的余额。

在银行查询记录时，刘
先生纳闷为什么没有收到
短信通知，他尝试通过短信

查询10086获得短信反馈，
也没有收到任何短信。

刘先生从手机中找到
一个名为照片的程序，但无
法打开也不能卸载。手机维
修师傅告诉他，这就是木马
程序，屏蔽了手机的短信功
能，所以他的银行卡账户变
动却收不到提示。

8月1日，刘先生向新泰
市公安局青云派出所报警，
并提交了相关被盗刷资料。
目前，警方正在追查刘先生
被盗情况。

“老四，看看这是你照片吗”，突然来这么一条短信

点点开开链链接接瞅瞅一一眼眼卡卡里里22..55万万飞飞了了

女子蹲坐在4楼窗户上，与救援人员僵持。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自来水管道被挖断后，水蹿出2米多高。（市民供图）

工人们整修自来水管道。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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