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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生活

天气预报说，冷空气要袭来

市民可要注意防风防冻啊
本报泰安 10 月 24 日讯(记

者 陈新) 24 日晚上，突如其
来的一场大风将连日来的暖意
驱赶得无影无踪。记者从泰安市
气象台获悉，未来三天，泰安将
迎来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降
至零度。

泰安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
绍，近期一股强冷空气自新疆东
移南下，受冷空气影响，24 日至
26 日，泰安市自西向东将出现大
风、降温和短时阵雨天气。24 日，
北风 3 至 4 级逐渐增强到 5 至 6
级，阵风 7 级。冷空气过后气温

将明显下降，降温幅度在 10℃
左右。

25 日，阴有阵雨转多云，降
水概率 60%，东北风 2 至 3 级增
强到 5 至 6 级，阵风 7 级。最低
气温 6℃ 左右，最高气温 13℃
左右。

26 日，多云间晴，降水概率
20%。东北风 3 至 4 级。最低气温
1℃ 左右，有霜冻，最高气温 9℃
左右。

27 日，多云，降水概率 30%。
北风 3 至 4 级。最低气温 0℃ 左
右，有霜冻，最高气温 10℃ 左右。

泰安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提
醒市民，未来几天要注意添衣保
暖、防风防冻；在家里要注意关
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妥善安
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刮
风时千万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
建物附近逗留。

污水外溢原因查明

本报泰安 10 月 24 日讯
(记者 王伟强) 泰山商场
南关宿舍污水淌满路经本
报连续两天报道后，22 日，
南关蔬菜批发市场的工作
人员来到污水现场实地查
看，终于查明了污水外溢的
原因。

22 日上午，记者来到
泰山商场南关宿舍，看到楼
前的道路上有五个人正在
忙着查看下水管道，其中一
个人手里拿着碗口大小的
塑料管，正通过化粪池将其
插进污水管道里。“今天上
午 9 点多钟，南关蔬菜批发
市场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

刚才把路西面的管道盖掀
开了，挨个儿查看了一遍，
没有发现小区的排污管道
口，这不现在来到外溢的化
粪池前，正在用塑料管疏通
下水管道。”正忙着递工具
的小区居民杨琳说。

过了好长时间，工作人
员才将塑料管抽了出来，只
见整个管子乌黑一片。“你
们看管子顶头都是污泥，看
来确实是路下面的管道被
堵住了。”工作人员王化东
无奈地说，塑料管有十几米
长，但是刚才沿着管道进行
疏通时，伸进去不到几米就
再也插不进去了。

让泰城市民零距离接触台湾生活

皇冠·河滨园要建“台湾街”

本报泰安 10 月 24 日
讯(记者 梁敏) “这边
环 境真好 ，你看那 个公
园，连我都想在这里住下
了。”24 日，数十名台湾客
商参观了泰山医学院南邻
的皇冠·河滨园项目，不
少参观者对该项目的周边
环境赞不绝口。前来参观
皇冠·河滨园的客商大多
数是大陆各地的台资企业
协会会长，他们对皇冠·
河滨园的商业项目产生浓
厚兴趣。

在皇冠·河滨园的售
楼处，记者看到的是一片
优美的河滨风景。由于该
项目紧邻凤凰河公园，所
以开发商干脆将售楼处建
在了凤凰河畔。碧波荡漾
的凤凰河中，有不少游人
在泛舟嬉戏，静谧的午后
风情让不少台湾客商为之
陶醉。记者采访得知，目

前皇冠·河滨园项目一期
住宅几乎售罄，二期住宅
项目即将于下个月开盘，
但是最吸引人的却是该项
目的三期、四期工程。因
为该项目最终计划开发成
极具台湾风情的精致社
区，所以后续商业项目将
吸引大批台资客商入驻。

据了解，由于皇冠·
河滨园属于台资项目，因
此在建设台湾风情商业步
行街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这个原汁原味的台湾
特色商业街，将让泰城市
民零距离接触台湾的生活
风情。当天，泰安市台湾
同胞投资企业协会 15 周
年庆典在东尊华美达大酒
店举行，来自台湾皇冠集
团的泰安皇冠建设有限公
司总经理赖品任，正式成
为该协会第八任会长。

试水打压了，您家里有人吗
提前看好通知，早查跑冒滴漏

本报泰安 10 月 24 日讯
(记者 赵兴超) 24 日，记者
从泰城供热部门了解到，自
10 月初以来城区供热试水打
压工作基本完成。近期，热力
公司工作人员借周末进行试
水打压工作，但是不少市民没
有按照通知要求留人查看，给
安全用热带来隐患。

24 日，在泰山城区热力
公司升平辖区，工作人员正在
换热站紧张工作着。从调整阀
门、开始试水打压到记录数
据，每项工作都有条不紊。工
作人员介绍，试水打压工作基
本安排在周末，这个时间大多
数市民休息在家，可以及时发
现试水打压中自家暖气管道
跑冒滴漏现象，便于上报处
理。在试水打压工作中，工作
人员主要解决了由于管道老
化、排气阀堵塞、居民自改接
口等原因造成的漏水问题。其
中一些用户在试水打压后一
两天，才发现自己家中暖气管
道存在问题，给自己带来了不
少麻烦。

在今年的试水打压工作
中，泰山城区热力公司第一分
公司各辖区采取集中工作方
式，统一调度工作人员。这种
工作方式既加快了工作进度，
又使不属于辖区内的工作人
员对其他辖区管道情况、用户
特点等有了详细了解，在以后
进行调度或者维修时，能够快
速及时解决突发情况。

泰山城区热力公司第一
分公司蔡玉荣介绍，泰山区共
有 12 个供热辖区 100 多座换
热站，今年供热面积有望达到
550 万平方米，其辖区内各换
热站已基本完成试水打压。第
二分公司张宏伟告诉记者，其
辖区内 40 个换热站已有 36
个完成试水打压工作，其余将
在下周末完成。蔡玉荣说，在
进行试水打压前，热力公司会
提前贴出通知，住户应在家中
留人，以避免出现跑冒滴漏无
人处理。对于长期无人居住或
因工作繁忙无法留人的住户，
可以拨打热力公司温暖热线
6263136，咨询解决办法。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俺家的厅室暖气轮着开
本报泰安 10 月 24 日讯

(记者 赵兴超) 因为暖气
管道较细，难以达到较高的
供热效率，泰城文化路某小
区市民陈先生家里的暖气片
冬季只能热一半。因开发商
未将小区管网与热力公司交
接，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热力
改造将难以实施。

24 日，泰城市民刘先生
拨打本报“超温暖”热线，向
记者诉说了家中用暖的尴尬
事。两年前，刘先生在泰城文

化路一小区内购买了一套
135 平方米的房屋，三室两
厅两卫。从搬入房子的第一
年起，刘先生就发现家中暖
气片只能热一半。“刚开始，
我以为是管道堵塞了，找了
水暖工检查发现没有任何问
题。水暖工告诉我，是我家暖
气管道太细，热量只够主客
厅和主卧室中的一间使用。”
无奈，刘先生只能按照需要
关闭其中一个阀门，让一半
厅室暖和。晚上吃饭看电视

时，就提前把主卧室暖气阀
门关闭将主客厅阀门打开，
临睡前再反过来。“这么做也
是没办法，每天晚上各个房
间的门都要紧闭，防止热量
散失。经常在温度差异大的
房间来回走动，还容易感
冒。”刘先生说。

根据刘先生反映的情
况，记者联系到其所在辖区
供热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介绍，该小区住户暖气管道
直径为 20 毫米，相对其房屋

面积确实过细。但因小区开
发商未将小区管网移交，没
有管网图纸无法获知地下管
道走向，加上今年进行以热
计量改造为主的热力改造
时，供热站未能与物业公司
达成一致，没能解决问题。同
时，因为住户家中改造暖气
系统还需要破除已有装修，
需要业主自行承担损失，不
少业主也表示不能接受。

饭店给的发票咋刮不开奖
一市民怀疑收到假发票

泰城市民孔先生收到
4 张发票，用力刮奖区却刮
不开，他怀疑这几张发票
是假的。

24 日，孔先生拿出他
收到的发票给记者看，记者
看到这是票面金额为 50 元
的“山东省泰安市通用定额
发票”。孔先生告诉记者，这
些发票是不久前他在新泰

一家饭店用餐后，工作人员
给他开具的。孔先生用中性
笔杆在奖区刮了刮，尽管很
用力，但也没把奖区刮开，
刮掉的一小部分露出黑乎
乎的一片，看不清楚是什么
字。记者刮开这几张发票的
密码，发现 4 张发票密码竟
然是一样的。

对于发 票真假的问

题，从事会计工作的孟女
士告诉记者，泰安市地税
定额发票面额最大为 2 0
元，没有 50 元、100 元的
地税发票。假的发票一般
是套印的，密码会出现重
号和连号。

记者拨打 12366 纳税
服务热线查询，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假发票质地较差，

用的纸张是普通纸，其印刷
字体、荧光度与真发票相比
都有质差，无税务水印防伪
标志，即便有也印制不清或
印制突出。假发票覆盖层较
薄，且质地硬滑不宜刮出奖
区隐藏文字。市民如果遇到
疑似虚假的发票，可以直接
拨打 12366 查询。

(本报记者 陈新)

《三不管社区污水淌满路》后续

23 日上午，山东震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举办了一场
比亚迪 G3 首届节油大赛，活动线路为泰安至东平 120
公里的路程。经过角逐，有 21 年驾龄的宋洪伟驾驶一辆
1 . 5 排量手动挡比亚迪 G3，以每百公里 4 . 0L 油的成绩获
得一等奖。图为山东震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
抄写比赛成绩。

杨春 摄

赛出节油王

热力公司升平辖区换热站工作人员正在打开阀门，
进行试水打压。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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