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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资讯一网打尽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王光营) 来泉城刚刚半年多
的雪豹有小宝宝了！记者19日
获悉，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从
西宁引进的两只雪豹“姐弟
恋”结下硕果，雌雪豹于6月6
日顺利产下一只幼仔，成为自
1995年以来国内首例在低海
拔动物园成功繁育的雪豹。

19日上午，记者在跑马岭
野生动物世界雪豹馆看到，雄
雪豹卧在笼舍顶上养神，雌雪
豹正和它们的爱子静静地呆
在产房内。据介绍，这两只雪
豹是去年12月15日从西宁野
生动物世界来到济南的，是受
伤后被救护的野生雪豹。

由于雪豹很难适应低海
拔地区的环境，成功繁殖的数
量极少，目前仅北京动物园在
1995年有成功繁殖的情况。为
了确保成功，园方制定了雌雪
豹孕期饲养方案和生产预案。
饲养员在雌雪豹的饲料中加
入多维片等微量元素和鱼肝
油。

6月6日上午10：08，雌雪
豹终于成功诞下一只幼仔，下
午3：00小家伙成功吃到妈妈
的初乳。

来济半年多就有了小宝宝

“姐弟恋”雪豹有了爱情结晶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刘红杰) 记者19

日获悉，今年1-5月份，济南市空气中的可吸入
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平均浓度分别超过国家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1 . 28倍和1倍。济南市将加快
空气质量预测预警平台建设，年内将向社会发
布空气质量预报。

据济南市环保局局长高立文介绍，济南市大
气环境质量形势严峻，今年1-2月共出现灰霾天
气52天。水环境质量也不容乐观，全市建成区(含
县城)范围内尚有62个污水直排口，且现有城市
污水集中处理能力不足，市区每天还有约7万-10

万吨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小清河，解决污水直
排环境问题时间紧、任务重。

每天7万-10万吨污水

未处理直排小清河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穆静) 记者从山
东省疾控中心了解到，随着天气变热，肠道传
染病进入高发季节。专家提醒，预防夏季肠道
传染病要保持个人卫生并谨防病从口入。

“最重要的是防止病从口入，管好手和
口。”疾控专家说，外出归来和饭前便后一定要
充分洗手，90%以上的细菌可以通过洗手来解
决掉。在饮食上，一定不要喝生水，尽量吃熟
食，少吃凉拌菜，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吃。

若出现腹泻症状，不严重(每天不超过3

次)且没有出现腹痛，可以喝糖盐水(用温开水
放少量糖和盐)解决。如果腹泻严重并出现腹
痛、呕吐症状，最好到医院就诊，不提倡自己吃
抗生素解决。

预防肠道传染病

管好你的手和口

20日下午三点，济南市规划局局长贾玉良
带领有关人员到12345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听取
市民关于城市规划编制、审批、管理、服务、政策
法规等有关问题的咨询、意见和建议。欢迎广大
市民拨打12345、发送短信至106-3531-12345或
登录济南政府网市长信箱积极参与。 (陈玮)

今下午规划局长

到12345接听热线

近日，济南第十三中学在操场运动场围
墙上增设了校园安全文化长廊，宣传安全避
险常识。内容以学生动作示范的连环画为
主，配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深受学生喜爱。

(王敏)

“目前一直都是雌雪豹
在照料幼仔，我们还不知道
小家伙的性别。”19日，济南
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工作人
员表示，小雪豹出生已经两
周时间了，目前已经睁开了
双眼，并能缓慢爬动。

据介绍，除了定时投喂
食物，工作人员不敢过于接
近，防止雌雪豹感受到环境
危险，对小雪豹造成伤害。

“大约两个月后，小雪豹
就能随妈妈一同出笼，和游客
见面了。”据了解，两只大雪豹

来到济南将近半年，跑马岭野
生动物世界还未来得及给它们
征名，为了喜上加喜，园方将来
在适当的时机，让游客不仅能
近距离观赏它们一家三口，
还能亲自给它们起一个好听
的名字。本报记者 王光营

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引进的雪豹。

一家三口将向市民征名

市中房管便民服务

今走进春元里社区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喻雯 通讯员
柳晓) 20日上午9：00-11：00，市中区房管系统
将在大观园办事处春元里社区广场，开展

“便民服务进社区”活动，现场讲解公租房
政策、受理公租房申请，提供房管便民、惠民
维修服务。

届时，市中区住房保障部门将就公共租赁
住房的申请条件、所需材料等问题为辖区群众
解疑答惑，并在现场受理符合条件的公共租赁
住房申请资料；市中房管便民维修热线———

“宝印热线”将对公房维修及公共部位维修资
金申请与使用等问题提供现场政策咨询，并对
群众房屋维修、上下水及室内电路等应急维修
进行受理、提供预约“便民服务”。

房屋安全事故 四成因装修
改变使用性质，埋安全隐患

不是所有的燃气灶都能改
燃气公司提醒，切勿找没资质的流动商贩改造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赵
伟 实习生 任丽媛 ) 2 2
日，济南市将有多个小区置换
天然气。近日，在这些置换区，
不少商贩扎堆销售燃气灶，还
能改造燃气灶，价格从30元-
80元不等。燃气公司提醒，切
勿找没资质的流动商贩进行
改造。

19日上午，记者在燕子山
小区南区看到，小区门口有多
个商贩销售天然气燃气灶，不
少居民正在挑选。价格方面，
最贵的天然气燃气灶卖到
1700元，最便宜的则只卖200
元。在甸柳新村北区、山大南
路东段两侧等一些小区内，也

有一些商贩在销售燃气灶。
记者了解到，在置换区所

销售的天然气燃气灶虽多为
品牌，但销售人员却并非都为
专业人士，有部分商贩是社区
居民，这段时间临时销售天然
气燃气灶。

部分居民决定使用之前
的煤气燃气灶，想对燃气灶改
造，而这些商贩也提供改造业
务。“家里的燃气灶刚买了一
年多，还挺新的，就想改造一
下。”正在询问改造价格的王
女士称，这些商贩改造价格不
一样，也不清楚哪个价格合
适。

在一个摊位前，记者询问

是否可以改造煤气灶，需要多
少钱时，对方称价格在30元-
60元之间，主要是材质不同。
“改造的一些配件有铜制、钢
制、铁制，其中铜制的价格最
高。”该销售人员称，如果需
要，现在拿来燃气灶就可以改
造。当记者询问销售人员有没
有相关的资格证书时，对方表
示改造燃气灶具是一件很简
单的事情，并不需要专业资格
证书。

“维修人员需要有燃气经
营许可证，上岗之前还要有劳
动部颁发的维修培训上岗证
书，才有从业资格。”济南港华
燃气有限公司置换现场服务

人员称，有的商贩在改造时，
仅改喷嘴，但由于气源改变，
热值发生变化，许多方面都需
要进行改造。而且他们改造后
也不打密封胶，容易漏气，非常
不安全。有的商贩为了赚钱，不
管什么样的煤气灶都给改造。

“事实上，使用3年以上的燃气
灶不建议再改造，改造过后，燃
烧不充分，热容率降低，这样就
很浪费天然气。”

该服务人员提醒市民，在
改造焦炉煤气灶具时，应该
提前与原厂家或销售商预
约，切勿找没有资质的流动
商贩进行改造，以防出现安
全问题。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喻
雯 ) 19日，恰逢中海国际社
区交房。房测院有关负责人
说，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
我国发生的350多起房屋安全
事故中，大概四成是因为住户
的破坏性装修，而因装饰装修
引起的邻里纠纷也呈上升趋
势。

非承重墙体

也不能随意拆

“承重墙不能拆，非承重
墙是不是可以任意拆改？”对
此，房测院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哪些墙能拆改，哪些墙不
能拆改，不能只根据是不是承
重来决定，要看墙体在建筑结
构体系中的作用。有些非承重
墙的墙体，在地震到来时起着
抗震墙的作用，是结构抗震设
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不
能擅自拆除的。

“在家装中，不少市民对

承重墙的破坏是很常见的。”
该工作人员说，在老式砖混住
宅中，阳台与卧室间墙体一般
设置一门一窗，很多家庭为了
采光、扩大空间等考虑，把此
面墙体拆掉，将阳台与内部房
间打通。然而，从结构安全考
虑，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即便
是门窗间没有墙垛，该部位墙
体也在外纵墙抗震刚度、阳台
构件抗倾覆能力上发挥着一
定的作用，何况施工中还往往
伴有门洞的扩大、移位；而如
果门窗间有墙垛，拆除则危害
更大。

堆积大量重物

可造成楼板开裂

在装修时，不少业主普
遍会有这样的问题：装修时，
都习惯把袋装水泥、石材等
建筑材料集中在一个位置，
或者在楼面上额外铺设花岗
岩或大理石板。在厨房、阳

台、储藏间等处大量堆放蜂
窝煤等等。

“这几种做法，少则给楼
面增加几百公斤荷重，多则增
加上千公斤荷载。”工作人员
介绍，增加荷载的结果往往使
楼板下挠、开裂、渗漏，影响结
构安全使用。从使用功能上
说，一般房屋楼面都设计成钢
筋混凝土板，其楼面活荷载标
准为200㎏/㎡。

该工作人员介绍，还有的
住户在房屋装修中，在阳台栏
杆上砌筑砖墙或安放重物，由
于阳台属于悬挑结构，住户在
阳台上砌筑砖墙、安放重物，
超出阳台的正常负荷能力，而
导致阳台挑梁或挑板根部断
裂，严重的还会导致阳台倾
覆、塌落。

改变使用性质

对房屋破坏很大

不少业主买了房子后，

明明是住宅，不少人却私自
改成了餐饮娱乐场所、幼儿
园、办公室、教学场所、资料
室等；还有一些业主，买了
房子后，将卧室、阳台等擅
自改造成洗漱间……“这些
是整体改变房屋使用性质
或局部改变使用性质。”房
测院工作人员说。

工作人员介绍，整体改变
使用性质的，很容易增加荷
载，且由于其使用功能与住宅
完全不一样，比如楼梯、门窗
等都会降低抵御突发不安全
事故的能力。一旦事故发生，
会给房屋造成极大的破坏和
人员财产损失。

此外，家装工程中，还有
对房屋水、电、暖、燃气等设
施、管线进行私自改动的，设
施管线的非专业改动不仅会
影响设施、设备的使用效果，
电路、燃气管道等的改动还会
给房屋的安全使用埋下可怕
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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