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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清晨液化气爆炸四邻惊魂》追踪

有的不敢回家，有的整夜未眠
在燃气爆炸事故中重度烧伤的林先生夫妇病情依然危重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钟建军

2 6日清晨 6点 1 0
分，福山区福祥新苑小
区一居民家中发生燃
气爆炸事故，事故造成
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目
前烧伤夫妻的病情依
然危重。

事故发生后，有的
邻居不敢回家，还有的
整夜未眠。对于赔偿问
题，损毁较轻的业主表
示会自掏腰包弥补损
失，损失较重的业主则
想等个结果。

27日中午，记者再
次来到福祥新苑小区。
发生爆炸事故的19号楼
前依然围着警戒线，物
业公司还在这栋楼前张
贴了致广大业主的一封
信，告诫业主谨慎出行，
远离事故现场。

在19号楼一单元，5

楼西户的防盗门已经起
拱严重变形，一名工人正
在拆卸防盗门。6楼西户
的周女士家中受损更为
严重，防盗门被炸毁，需
要重新安装，主卧次卧的
卧室顶墙更是出现多处

裂痕，局部还有凹陷。
当记者想到7楼查

看情况时，在楼梯口被
一名保安拦下，称“没接
到通知，任何人不允许
入内”。据该保安介绍，
目前工人正在事故现场
施工，争取尽快排除安
全隐患。

5楼西户的男主人
介绍说，爆炸的冲击波
不仅击碎了家中多处玻
璃，就连防盗门也没有
幸免。“由于防盗门变形
破坏，家中必须有人看
着，为防夜贼，我昨天晚

上都没合眼。”
“看到卧室房顶的

裂痕，谁还敢睡在卧室，
真是担心晚上会出现坍
塌。”周女士说，如今她
都不敢领4岁的女儿进
家门，女儿一进门就哭
个不停，近两天，他们一
家三口都将借宿在朋友
家中。

据了解，爆炸发生
后，相关部门对福祥新
苑数十户居民的损失情
况进行统计，目前，18号
楼住户破损的门窗基本
已经安装完毕。

本报9月27日讯 (通讯员
吕宗峰 曲晓 记者 苑菲
菲) 扑鼻的臭气味、嗤嗤的泄
漏声、周围横拉着的黄色警戒
线、呼啸而来的警笛声……27

日，龙口市南山LNG加气站的
一幕让不少人擦了一把汗。原
来，这是龙口消防组织的一场
天然气泄漏抢险演练。

27日上午，南山天然气供
气管道接口处损坏，造成天然
气泄漏。一名路过市民发现后，
立即打电话通知了南山天然气
公司。

“报告，南山LNG加气站某
处管道有燃气泄漏！”公司工作
人员的对讲机里传来报警信
号，3分钟的时间，2辆抢险车就
急速抵达现场。工作人员查看
现场后立即报告调度中心关闭
了上下游阀门，然后迅速拉起
黄色警戒线，将现场隔离。

南山天然气公司根据事故
情况，立即在公司调度室成立
临时指挥部，按照公司《事故应
急抢险预案》，对抢险工作进行
分工，天然气公司总经理任总
指挥，迅速启动事故应急预案，
投入事故抢险救援工作。随后，
龙口市消防大队、南山企业消
防队、南山医院和南山天然气
公司等相关单位抢险人员紧急
驰援抵达现场。

在对漏气管道抢修时，又
不慎着火，有一名抢险人员烧
伤，此时此刻，消防人员立即灭
火，医务人员抢救受伤人员。演
练过程惊险不断，情况复杂，但
抢险指挥工作井然有序，整个抢
险过程有条不紊，通过多个单位
和部门50多名参战人员的共同
努力，仅用1小时即完成了这次
意外事故的抢险抢修工作。

据悉，本次演练是针对近
期多发的天然气事故而组织
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各部门对
天然气等重大危险源的监控，
提高龙口市天然气企业处置突
发天然气事故的能力，确保各
部门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反
应和协同作战。

消防组织

天然气泄漏抢险演练

您 知 道 燃 气 保 险 费
吗？您是否交了燃气保险
费？记者随机采访多位住
户，均称不清楚燃气保险
费，也忘记是否交过。

随后，记者致电烟台
汇通燃气公司的客服，一
名孟姓工作人员称，他只
知道以前曾收过10元的燃

气保险费，燃气保险费属
于自愿交纳的燃气费用。

那 现 在 还 收 不 收 燃
气 保 险 费 ？对 于 这 个 问
题 ，孟 姓 工 作 人 员 称 ，他
也 不 清 楚 现 在 是 否 还 在
收，让记者明日咨询办公
室 人 员 有 关 燃 气 保 险 费
的详细情况。

一家三口不敢在家睡觉

是否交了燃气保险费

多数居民不知情

爆炸使5楼住户的防盗门严重受损，工人已经拆除。本
报记者 侯艳艳 摄

27日晚，燃气爆炸事故发生的林先生家仍是一片狼藉。
(市民供图)

在事发楼前，小区物业公司张贴通告，提醒业主远离事
故现场。本报记者 侯艳艳 摄

27日下午，记者从
福山天府中医医院和毓
璜顶医院获悉，因家中
爆炸被重度烧伤的林先
生和胡女士夫妻两人病
情依然危重，他们10岁
的女孩小林已经转院到
毓璜顶医院治疗，双腿
骨折的女邻居徐女士已
经完成手术。

在毓璜顶医院烧
伤病房，11岁女孩小林
和爸爸林先生在同一
个病房，两人的病床紧

挨着。小林打着吊瓶，
不时侧头看看左侧的
爸爸。

小林的姑姑说，现
在全家人都放下手头
的农活到医院照顾哥
哥一家 3口，为方便照
顾侄女，特意把她从福
山转到毓璜顶医院。

“侄女烧伤不严重，
她很担心爸爸、妈妈，一
直闷闷不乐。”小林的姑
姑林女士说，她的哥哥
和嫂嫂目前仍处于危险

期，“医生说渡过危险期
大约需要半月时间，现
在才刚刚开始。”

“爸爸、妈妈，快点
好起来吧。”在病房里，
小林经常默默地念这
句话，希望父母病情好
转后，一家人像往常一
样快乐地生活。

记者随后在天府中
医医院见到双腿骨折的
徐女士，徐女士26日做
完手术，正在做康复治
疗。

烧伤夫妻病情依然危重

多数业主表示自掏腰包换玻璃

燃气爆炸，强大的
冲击力将东西相邻住户
家的墙壁掀倒，楼下多
户居民家中的门窗不同
程度的损毁，就连事发
地对面的富豪银座小区
内，十余户居民家的玻
璃也受到牵连。

一户家中发生燃气
爆炸，众多业主受牵连，
如何赔偿？记者采访了解
到，有的受损较轻的住户
自掏腰包了事，受损严重
的住户则想等个结果。

小区内的住户张先
生说，他家的楼就在对
面，但仍有两块玻璃被飞

出来的物品砸破，“谁也
不愿看到这样的事，太惨
了，听说一家人受伤严重
都住院了，不值当的找人
家，自己找人安装上新的
得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许多住户家里只是玻璃
受损，均称自己找人安上
新的。

然而一些受损较重
的住户则说要等个结果。
家住19号楼的史女士说，
家里一片狼藉，基本上不
能住了，“只能等等再说
吧。主要是房顶有裂痕，
房顶也有点往下凹，都不

敢在卧室睡觉了。”
在出事住户楼下住

的周女士说，玻璃和门也
都坏了，昨晚根本没在家
里睡。她说，出了这事，想
看看有关部门或者出事
方能否给一个说法。

谈及赔偿问题，住在
富豪银座小区的陈先生
称，睡着觉抽油烟机的零
件直接飞到床上，满床的
玻璃渣子，“客厅的玻璃
破了好几块，一个铝塑门
上还有个窟窿，我已经都
拍下图片来了”。天冷了，
先换上新玻璃，怎么赔偿
希望能给个话。

96119开通至今

收到举报投诉112起

本报9月27日讯(通讯员 刘
明 晓燕 新明 记者 苑菲
菲) 自4月19日烟台市公安消
防支队开通并公布96119火灾隐
患举报投诉电话以来，截至目
前，共收到各类举报投诉112起，
其中查证属实的举报有75起，整
治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319

处，发放奖金5000元。
市民发现火灾隐患即可拨

打“96119”举报，说明火灾隐患
存在的时间、地点、设计单位、场
所和具体存在的情形。消防部门
将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
散行为，以及擅自停用消防设施
的举报投诉，在接到举报投诉后
24小时内进行核查；对其他消防
安全违法行为，将在接到举报投
诉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
查。核查结果会及时反馈给举报
者。

消防部门还设立了专项奖
励基金，凡经查市民群众投诉举
报属实，并符合奖励范围和标准
的，将给予50-300元不等的现金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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