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电压压不不稳稳，，热热水水器器机机顶顶盒盒全全烧烧坏坏
不少居民家中受影响，物业正统计情况并维修损坏的电器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王永军 苑菲菲 ) “变压器
出了问题，结果家里不少电
器都给烧了。”1 4日，居住在
芝纬北二街40号楼的刘女士
向本报反映，11日晚上，小区
的变压器出现了故障，导致
不少居民家中的电器烧毁。

14日上午10点多，记者来
到了芝纬北二街40号楼。“受影
响的还有15号楼，一共有两栋
楼。”居民刘女士介绍。

故障发生在11日晚上11

点多，刘女士当时听到很大
的一声响，屋里同时变成漆
黑一片。刘女士查看发现，家
里的灯坏了，电闸也跳了。

第二天一大早，刘女士
把电闸推了上去。但这次，又
是很大的一声响，刘女士家
里的空气净化器、热水器、电
视机顶盒都烧坏了。

刘女士到左邻右舍一问

才知道，不少居民家中的电
器都受损了。

1 4日在刘女士家中，物
业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受损的
空气净化器进行检修。工作
人员介绍，他们要挨家挨户
对居民家中受损的情况进行
检修。

在工作人员拿出的一张
纸上，记者看到，上面已经统
计了十几户居民，受损的电
器也有很多。

物业和业主正积极商量
怎么修理受损电器。

随后，记者联系到物业经
理苏先生。苏先生告诉记者，经
过初步查看，应该是变压器和
居民楼间的连接电缆老化，电
压不稳发生了故障，引发不少
居民家中的电器受损。

苏先生介绍，连接这两
栋居民楼的变压器产权属于
街道办事处，现在还没有移

交给国家电网。
“现在已经对受损情况

进 行 了 统 计 。”苏 经 理 介 绍

说，下一步还要和芝水居委
会及只楚街道办汇报情况，
以确定最后的处理办法。

质疑公共维修基金的申请流程没有得到监管

不不少少业业主主希希望望重重新新选选业业委委会会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尹

海涛) 1月13日，本报B19版刊
发了《物业突然不办公，小区乱
了套》的报道，烟台市宏力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力
物业)对宏福园小区暂停服务，
直接原因是宏力物业在申请公
共维修基金用来支付小区改造
工程款时被业主叫停。记者14

日从小区了解到，许多业主称
希望小区能重新选出业委会。

“不管是小区改造，还是在
小区管理以及物业费上，双方
就没停止过争论。”据一位知情
的业主透露，双方始终各执一
词，导致矛盾越来越深。

至于物业撤离的直接导火
索是公共维修基金问题。宏力
物业称，莱山区住房保障中心
根据审计单位出具了工程结算
审 核 报 告 书 ，核 定 金 额 为
105435 . 85元，他们在小区里做

了公示，公示期为2013年12月
31日至2014年1月4日。

一些业主称，并没有看到这
份公示单，“公共维修基金是属
于所有业主的，没有经过业主的
同意是不能随便动用。”最终，公
共维修基金没有审批下来。

“虽然在改造上和业主产
生了一些矛盾，但我们申请公
共维修基金是用来支付工程款
的，并没有私用的想法。”宏力

物业的迟经理说，物业希望能
跟业主积极协商解决此事。

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办事处
党委副书记姜剑峰说，目前街
道办事处一直在努力协调此
事，希望双方能坐下来好好谈
谈。

记者了解到，小区现在有
业委会，但不少业主认为业委
会没起到监督作用，想重新选
出业委会成员。

货货车车呼呼呼呼跑跑，，渣渣土土全全倒倒河河岸岸上上
旁边就是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居民担心水质受影响

“外夹河河边原本被挖
出很多深坑，这次施工他们
就把泥土运到了河边，既填
补了河边的深坑，也有效的
处理了施工现场挖出的大量
泥土。”关于运往河边的渣
土，有居民解释道。

对于水源旁堆渣土的问
题，记者联系了福山区清洋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称，此

事属福山区住建局负责。而
福山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则
称，由于渣土车并不是倾倒
建筑垃圾，往夹河河边倒土
是土质置换，应当由水利局
和环保局负责。

福山区水利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外夹河范围归他
们负责，而渣土车倾倒垃圾
的位置在内夹河范围，内夹

河不同路段负责单位不同，
至于具体归谁管他们也不清
楚。

福山区环保局工作人员
称，此事不归环保局负责，应
由当地村委和上级主管部门
监管，福山区环卫处负责。而
环卫处的工作人员透露，不
属他们负责。

本报记者 杨薪薪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杨薪
薪) 外夹河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附近河岸突然冒出数个小土丘，
周围还有工程车正在施工，居民对
此十分疑惑：水源保护区是否可以
施工，会不会对水源水质造成影
响，进而威胁饮用水安全？

14日上午9点，记者来到福山
区河滨路与永达街交叉口，路边矗
立着一个显眼的指示牌：您已进入
外夹河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全长
0 . 6公里。

就在交叉口南侧约100米处，
有一个路口通向河边，在永达街上
频繁出现的渣土车则陆续从路口
开到河边。

记者看到，外夹河河边有一块
空旷的场地，除了高出路面一二米
的小土丘外，还有不少深坑，满载
渣土的货车接二连三转向河边空
地，卸下车上的渣土，又陆续离开。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渣土车来
来往往跑好几天时间了，而这里原
本都是些深坑，有些深坑里面还存
有不少水。

因为太靠近水源，居民担心水
质会受到影响，“水源保护区附近
是否可以施工，会不会对水源水质
造成不利，从而影响饮用水安全？”

记者一路跟随运渣土的货车，
来到位于永福园村附近的一施工
现场，属烟台鸿鑫建安公司，工地
上正一片忙碌。

现场工人告诉记者，负责人并
不在现场。记者试图联系烟台鸿鑫
建安公司的负责人，但截至发稿
时，并未联系上。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苑菲
菲 ) 周围是拆迁区，拆迁的时候
施工方在附近都建了围挡，几天前
围挡被撤，拆迁堆积的建筑垃圾倾
倒下来，堵在瀛洲街一居民楼的路
上，车没法开出去了。14日，记者采
访了解到，因为找不到部门来管
理，居民们只能先自行清理掉楼前
垃圾。

居民陈先生告诉记者，芝罘区
瀛洲街上有好多已经拆迁的楼房。
以前施工的时候，工人在已拆迁的
楼周围设置了高2米的围挡，将尘
土和垃圾与正常居民区隔绝开来。

就在3天前，有工人来将他们
楼前的围挡拆除了。因为之前围挡
里包了很多建筑垃圾，这一拆，导
致建筑垃圾都堵在了路上。

“本来我们那栋楼前的路就只
能供一辆车出行，也就那一个出
口，这下人还能出去，可车却出不
去了。”陈先生说。

居民们起初认为拆了围挡后，
会有工人来把剩下的建筑垃圾清
运走，没想到等了2天却没有动静。

13日，陈先生找到拆迁指挥
部，对方却告诉他，居民楼的拆迁
不在他们管理范围内，这事他们没
法管。没办法，车总是得出门的，几
名居民便联合起来，把建筑垃圾往
路边铲了铲。

“要是再拆下去，难道还让我
们居民给他们清扫么？”陈先生很
郁闷。

14日下午，记者试图找小区物
业反映情况，但是记者两次到物
业，工作人员却都不在。

陈先生说，他们会继续向相关
部门反映这个问题，这些建筑垃圾
应该有人来清走，也希望管理部门
能及时来解决这些事。

本报讯(李晶 曹庆园) 寒假
即将开始，为了使学生度过一个愉
快平安的假期，烟台高新区实验中
学多措并举筑牢学生寒假“平安
伞”。

烟台高新区实验中学除了对
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外，还规定班主
任要与学生建立畅通的联系方式。
每天下午2点到4点，寒假学习活动
小组组长需要向班主任汇报小组
学习和活动情况。

老师与家长沟通，引导学生适
当参加家务和社会公益性劳动，不
参加危害身心的活动。学校还印制
了寒假告家长书，提醒家长加强对
自己孩子假期安全的管理。让学生
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寒假。

本报讯(通讯员 刘塑) 为提
升农村供电管理和服务水平，国网
牟平供电公司深入开展供电所管
理提升工程建设，多管齐下促进供
电所各项业绩指标持续提升。该公
司加强供电所内部培训，实行所长
接待日制度，听取客户意见，开展
贴心服务和应急服务，为特困客户
送关怀、送温暖。定期召开优质服
务工作例会，建立优质服务常态运
行机制。

多管齐下

供电所管理提升

学校家长沟通

保学生寒假安全

围挡拆除后
渣土堵到门口

水源旁堆渣土谁来管？都不管！

由于故障，这两栋楼不少居民家中的电器受损。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摄

记者14日在现场看到，水源保护区的牌子就竖在路边，却没能挡住渣土车的脚步。
本报记者 杨薪薪 摄

《物业突然不办公，小区乱了套》追踪

烟台高新区实验中学

国网牟平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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