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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管线已经挖开，但迟迟不见暖管接入

停车场不允许摆摊

会退还未到期的钱

工人右脚卷入机器

消防官兵紧急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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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下班了也不想回家

小王是福山区福慧源小区
的住户，从2012年交房后就搬了
过来，如今已是第三个年头了。

“刚回到家里只有六七摄氏
度，太冷了，下班都不想回家，跟
外面有什么差别？”小王说，餐厅
冷得坐不住人，吃饭只能在小
屋，回家就得开空调，一个月电
费要300多元。

业主群平时不怎么活跃，但
一说起供暖，大家话匣子就打开
了。小区业主介绍，居民实在受
不住冷，一些有条件的都搬到别
的地方了。

据了解，福慧源小区建设时已
预留线路铺设暖管，室内暖气也已
安装，福山热力公司客服中心距离
小区仅几百米，但暖气却迟迟没通
进来。早在今年9月份，就有业主向
相关部门反映此事，最终答复称将
尽快施工，争取早日供暖。

小区确实很快就开始施工
了，地面破开，露出预留线路。但
从11月底收工到现在已经过去
半个月了，槽内仍然没有接管，
记者在小区现场看到的仍是裸
露的管线。

“原来说的是三四天就可以
接管道，但我们等了三个周，到
现在还没有动工的意思。”李女
士跟多数业主一样，希望管线能
早日接通，不再受冻。

开发商

一直在等热力施工

针对小区供暖问题，福慧
源小区物业锦绣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曾表态，供暖问题尽快解
决，并且很快将再动工，具体施
工进展需要联系福慧源小区的
开发商。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开发商
烟台深丰置业有限公司，公司人
员坦言已经尽力在协调，但是热

力公司迟迟不来施工。
“热力公司曾过来勘察过现

场，需要改造的地方都已经改造
完成，比如加盖加压房、预留线
路开挖、配套设施费缴纳等，就
等热力公司过来施工下管道。”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然而，据烟台深丰置业工作
人员介绍，每次给热力公司打电
话，热力公司都称在外抢修，抽
不出人手施工，只能再等等。

热力公司

动工时间还不确定

管道施工为何延期，记者来
到福山热力公司客服部，工作人
员介绍，由于福慧源小区附近有
积金山等其余小区用暖，福慧源
管道接入，原有的换热站可能无
法满足新增用户供暖。

针对该工作人员介绍的情
况，记者走访查看了小区外围的
供暖管道，外围的管线已经就
绪，只等外墙的线路与墙内小区
楼内的管线接通。

据介绍，福慧源小区的管道
需要直接从附近小区原有的管
道上接入，附近居民担心新增用
户加入会影响老住户的供暖。

“我家住在顶楼，家里本来就不
热，接进来家里会不会更不热？”
记者在环宇小区4号楼1单元的
王女士家中看到，墙上的温度计
在上午10点半时显示为17℃。

13日上午，王女士曾跟随小
区业主去热力公司了解接暖管
一事，热力公司表示，老小区反
对的话，可能会影响施工。此外，
福慧源小区有的地方仍然没有
完成整改，加压站也尚未开始施
工，住户还需要再等一等。“没供
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施工还需
要看天气情况。”热力公司办公
室一工作人员答复。

对于小区的供暖问题最后
仍没有具体结果，热力公司客服
部、技术部均称自己不了解施工
进展，不方便多讲。

找找朋朋友友吸吸毒毒，，还还拿拿着着保保险险手手续续打打掩掩护护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 带着车辆保险手
续找朋友办理车辆保险，其实
是以此打掩护来吸毒。近日，
男子林某又去吸毒，不想这次
露了马脚，被民警逮了个正
着。

近日，系山边防派出所民
警接到线索，辖区一处民房内
有人聚众吸毒。民警立即赶往

现场查处，可赶到嫌疑人郑某
家中时，郑某已闻风而逃。正
当民警准备离开时，一男子拿
着一个塑料袋到郑某家串门。
该男子自称姓林，因郑某对车
辆保险业务比较熟悉，经朋友
介绍来让郑某帮忙办理一些
车辆保险手续。民警对林某随
身携带的塑料袋进行了检查，
确实是一些车辆保险手续，并

无其他异样，民警让他离开了
现场。

然而，林某出门拐到另一
个胡同时，感觉离开民警的视
线了，拔腿就跑，不想被守在屋
后的民警发现了。民警立即追
上林某，将他控制住。林某支支
吾吾解释，民警觉得有问题，便
将林某口头传唤到派出所。

在派出所，林某终于承认

了他前一周在郑某家吸毒的事
实。林某说，每次到郑某家吸
毒，都带着车辆保险手续来掩
人耳目，到了郑某家，就有人给
他提供毒品，这次去郑某家，也
是打算去吸毒的，没想到被逮
了个正着。

最后，系山边防派出所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给予林某治
安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批批发发病病死死猪猪销销往往市市场场和和食食堂堂
芝罘区4人被提起公诉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通讯员 綦蕾 )

明知是病死猪，没经过检验
检疫，却仍然买来加工，并向批
发市场和一些工地食堂销售。
日前，芝罘区的王某等4人因销
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被
芝罘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王某是福山一个养猪户，
从2011年起就从事养猪行当，
养猪过程难免会出现病死猪。
据了解，难产死了的小猪都被
王某直接扔掉了，而体重达到

一百三四十斤的病死猪则被非
法卖了出去。从王某干养猪场
至今，有十八九头病死猪，其中
七八头都卖给了郑某。

郑某原是个养猪户，养猪
赔了 5 0多万后就不干了，从
2011年年初开始干病死猪的买
卖。因本小利润高，虽然中间曾
两次被防疫站查获，却仍没悔
改。病了没死的猪，收购价是每
头三四百元，一头一百三四十
斤重。死了的猪，收购价每头
100-200元。

郑某自己有个小作坊，收
来的病死猪加工后，扔掉内脏，
白条猪卖给朋友徐某和开发区
的李某。卖给李某的是死猪肉，
一斤只卖2 . 5元。卖给徐某的是
病而未死的猪肉，一斤4 . 5元。

徐某在芝罘区某批发市场
有个固定摊位，从郑某处收来
猪肉后，都在摊位每斤加价一
块钱对外销售。有的切成块混
进好的猪肉里卖，不太好的就
绞成肉馅由妻子秦某零卖。

据了解，上述几人常年干

猪肉买卖，也都知道自己购买
的便宜猪肉是病死猪肉，却没
有停止购买。

芝罘区人民检察院认为，
王某、徐某、郑某、秦某四人因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
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行为
触犯了《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
的规定，应当以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日前，检察机关已将四人诉
至法院。

龙口特检

凸显服务意识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 前几天，本报报道了

“合同”没到期，华达大厦门口就不
再让摆摊的事件。15日，华达负责
人表示，门口原来设立的是停车
场，虽然车位租给商贩，但他们经
常摆摊，这次应政策要求，不允许
在停车场摆摊，而“合同”未到期的
钱也会退给商贩。

15日，记者再次来到南洪街华
达门口探访，看到一名商贩为了防
止货车被拖走，在车旁搭建帐篷日
夜守着。这名商贩说，门口仍然不
让摆摊，也不让停车，他们只好在
门口下面的路上暂时摆摊。另一名
商贩直言，自己在南洪街摆摊五六
年了，每天大半的时间都耗在这
里，附近的商贩都是朋友，有了自
己的客源，周围环境熟悉得跟自己
家一样，打心底里不愿离开，也没
有更好的地方可去。

华达大厦一位负责人介绍，门
口本来是一处停车场，虽然把个别
车位租给商贩，但停僵尸车、摆摊
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次也是响应政
策要求，政府部门要求把门口清理
出来，因此才不允许再摆摊的。这
位负责人称，虽然他们给商贩开的
收据还没到期，但只要商贩们按照
要求搬走，他们会把“合同”未到期
的钱退给商贩。

南洪街摆摊追踪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牟晓燕) 14

日下午，烟台消防支队西郊中队辖
区某化肥厂内，一名工人右脚不慎
卷进正在工作的机器中，消防官兵
成功施救。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指挥员
立即进行侦查，发现被困工作人员
的右脚被机器传送装置牢牢卡住，
无法动弹，由于机器为滚轴机器，
被困人员的腿部已严重变形。指挥
员立即下令，用无齿锯及双轮逆向
切割锯对机器滚轴进行切割，同时
利用液压工具进行配合。经过30分
钟的紧张施救，终于将被困伤员救
出，送往医院救治。

近日，龙口检验工作站积极利
用服务企业年契机，善做企业的有
心人，提高为企业服务意识，帮助
企业制订、修订、完善安全生产应
急预案100余起，通过演练，检验预
案、锻炼队伍，促进企业应急预案
与政府各部门应急预案的衔接和
对应急预案的不断完善。

(王坤)

龙口特检参与

检验大型起重机

近日，龙口特检的工作人员在
东海中厚板协助烟台特检院进行
起重机的检验工作。该起重机是通
用桥式起重机，起重机拥有400/80t

的起重量，同时对18万吨吊车进行
了检验。本次检验工作使我们对监
察条例更加了解，对检验项目更加
熟悉，对检测工具的使用更加熟
练，对龙口以后的工作具有很强的
指导作用。

(王坤)

本报记者 张晶

交房两年多没通暖，预留线路挖开半个多月了，但迟迟
不见下管道，福山区福慧源小区还得继续挨冻吗？15日一早，
记者对福慧源小区供暖问题进行了调查。

市民家中暖气不热或有供暖疑问等都可通过以下方
式与本报联系。

本报问暖热线：6879060、15288787947，齐鲁晚报问暖
QQ群：82712681，也可在新浪微博@今日烟台或搜索今日
烟台微信公众号。

小区预留的管线裸露在外，迟迟没有暖管接入。
本报记者 张晶 摄

小区外围管道还未跟院内接通。 本报记者 张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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