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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压压直直飙飙338800伏伏 百百余余户户电电器器烧烧坏坏
肥城盛源小区西区物业：负荷过高烧断零线

本报泰安2月4日讯(记者 刘
真) 肥城市盛源小区西区居民反
映，2月2日晚9点30分左右，家里的
电器因电压过高被烧坏，包括电视
机、电脑、冰箱、壁挂炉、空调在内
的电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九点半左右，我家的电灯一
闪一闪的，随后电灯就烧了，电视
机后盖也冒出黑烟，电脑也烧坏了
没法用了，屋里还有一股烧焦的味
道。”居民刘先生说，当时下楼去检
查发现，多家邻居都出现了类似的
现象，有的家里的电脑不运行了，
也有的家中冰箱也不制冷了，只有
显示屏亮着。问来问去，最终了解
到盛源小区西区1到6号楼居民家
中的电器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都
是伴随“啪啪啪”几声打火，楼道内
的灯冒了一股白烟就坏掉了。居民
王女士说，半夜起来给孩子喂奶，
突然屋里的灯开始忽亮忽暗的，紧
接着开始冒烟，最后就全灭了。黑
暗中，电脑也开始冒出火花，非常
吓人,现在都不敢开电器了。

居民李先生说，晚上十点半，
他准备关灯睡觉时，屋里的日光
灯、白炽灯变得特别亮，“60瓦的

灯，亮得和200瓦的一样”。之后，这
些灯泡开始冒烟、变黑，接着陆续
熄灭，而家里的电视机、电脑也都
无法正常打开。“前几年小区就出
现过多次停电的现象，电压也不太
稳定。”李先生说。

据居民粗略统计，当晚有百余
户人家的电器不同程度受损。“家
里的空调也被烧坏了，现在已经拿
去修了，小区也没有集体供暖，只
能坚持一下了。”据李先生介绍，邻
居曾经当过电工，当家里电器烧坏
后，邻居拿出测电笔测量过，发现
数值是380伏，已经远远超过正常
电压，所以导致家中电器被烧坏。

据小区物业公司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由于小区没有实行集体供
暖，一到冬天，许多小区居民就会
借助空调、电热器取暖，造成用电
负荷过大，再加上壁挂炉的使用，
所以导致电压过高，烧断零线，电
压就会不稳，出现从220伏突然猛
增情况，烧坏电器。目前小区已经
派相关人员抢修线路，小区用电已
经恢复正常。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会保证春节期间小区用电
正常，年后计划对西区线路进行整

改。至于居民被烧坏的电器，工作
人员表示，自己无法作出决定，会
向物业公司上级反映协商此事。

本报泰安2月4日讯(记者 赵
兴超) 4日，有市民反映嘉德现代
城小区前商业楼内饭店产生油烟

污染，饭店和居民楼紧邻或者连
体，营业到半夜影响居民正常生
活。

4日上午，家住嘉德现代城的
王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反映，小
区前有多家饭店营业产生油烟噪
音，直接影响到住户们的正常生
活，希望管理部门能够出面解决。
记者在嘉德现代城金凤苑7幢和3

幢楼前，找到了居民们反映的油烟
通道。油烟通道为两家饭店所建，
从沿街商业楼北侧窗户内伸出，一
直向上延伸到楼顶排出油烟，管道
长近十五米。

受管道噪音影响的主要是金
凤苑3幢和7幢的住户，大约二三十
户。金凤苑3幢一位住户说，虽然饭

店后面有一些树遮挡，能隔离一部
分噪音，但和饭店商业楼就十多
米，晚上还是能听到。饭店营业到
晚上9点多，最晚的时候到10点左
右，影响正常休息。“有时候想午
休，饭店却正是忙活的时候，油烟
通道轰轰响。”金凤苑7幢住户刘女
士说，这座楼和饭店所在商业楼连
体，距离非常近，特别是东边单元，
根本没法开朝东的窗户，“既会飘
进油烟味，也会进噪音，真是没办
法。”

4日下午，记者通过市长热线
了解到，已经有小区住户投诉过此
事，该问题也已经转交给城管部
门。待城管部门实地调查了解后，
会对事情做出处理意见。

本报泰安2月4日讯(记者 赵
兴超) 4日中午，36路公交车由东
向西发车延迟近一个小时，导致多
名乘客在寒风中挨冻等车。司机称
路上堵车，乘客反应道路宽敞堵车
可能性不大。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
将安排公交公司进行调查，尽快给
乘客答复。

4日中午12点多，市民李女士
在嘉德现代城36路车公交站点等
车，从11点50分到站点开始，一直
到12点45分左右，才等来一辆36路
车。和她一起等车的还有三位市
民，大家都纳闷为什么车来得那么
晚。上车后，李女士询问司机前面
几站出了什么问题，司机却没有回
答李女士，而是一个劲加紧开车，
还差点错过了齐鲁银座站点。

和李女士一样等了近一个小
时，才等到36路车的市民还有很
多，特别是从东端终点站下峪村站
开始，包括青山家园、白马石社区、
宝龙社区和嘉德现代城等五站。从
青山家园站上车的一位市民告诉
记者，他带着孙子等了40多分钟，
孩子的脸都冻得通红，“以前等车
最多20分钟，这次不知道怎么了。”

36路车东部前五站只有36路一

条公交线路，记者从乘车市民中了
解到，等待时间最长的市民接近一
个小时，有十多位市民在寒风中等
待，也没有其他公交线路选择。一在
宝龙社区上车的女士告诉记者，因
为车晚点让她没能按时上班，“司机
还说了一句中午休息，让我更生气
了，明明线路全天不休更没午休的
通知啊。”这位女士还没下车就拨打
了市长热线，投诉公交公司。

记者在36路公交站牌上看到，

公交线路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25持
续到晚7点，没有注明中午休息。延
迟发车的首辆车司机称，路上堵车
才导致延误，车上市民则表示等车
期间看到六辆车返回终点站，而且
中午路上没有堵塞。4日下午，记者
从市交通局交通运输服务监督部
门了解到，公交车中午不设休息时
间，司机轮班倒车辆不休息。交通
局将把情况转交公交公司，进行调
查后再反馈给乘客。

本报泰安2月4日讯
(记者 赵兴超) 3日，有
市民反映迎春小区内有一
辆桑塔纳轿车，停放好几
年没人开走，车辆几乎报
废，变成垃圾桶和随地方
便的脏乱差角落。4日，交
警部门表示，这类车辆可
由辖区交警查看，协调社
区、物业等处理。

3日，网友“仲文轩”、
“娜本内人”通过微博向本
报微博反映，迎春小区26

号楼下停着一辆“僵尸
车”，已经有几年时间，车
辆损坏严重，希望交警部
门能够处理。4日，记者在
迎春小区26号楼和49号楼
之间的通道上，找到了这
辆“僵尸车”。这辆“僵尸
车”为一辆红色桑塔纳轿
车，车窗几乎全都被砸碎，
四个车轮也丢失，车身被
水泥块垫了起来。车牌被
摘掉，无法辨认车辆。26号
楼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
她印象中这辆车大约停了
一年多时间，也不知道是
谁的车。

车辆停放的位置是小
区一个出入路口，虽然没

有挡住路口，但也影响到
居民生活。24号楼住户孙
先生说，现在天冷了还好，
夏天的时候这个放车的角
落都没法靠近，全是不文
明的人随地方便散发的臭
味。记者看到这辆“僵尸
车”里座位上扔了好几袋
垃圾，车辆和26号楼之间
一米宽的空间里，随处可
见方便的痕迹。

“不管是谁的车，不能
就这样放着吧，对小区环
境和安全都有影响。”小区
住户张玲女士说，有一次
她和女儿晚上回家走到这
里，从“僵尸车”后面忽然
走出来俩人，吓得她们赶
紧绕路走了，“车身挺高能
藏住人，万一有坏人作案，
就是个治安死角。”

4日下午，记者从交警
部门了解到，侵占城区道路
的“僵尸车”，交警部门会联
系车主处理，如果逾期无人
管理则会拖车到停车场。小
区内的“僵尸车”，市民可向
交警部门提供具体地址、车
牌号，辖区交警现场查看，
并联系小区物业、居委会等
部门处理。

饭饭店店油油烟烟通通道道紧紧贴贴居居民民楼楼
楼上住户受不了噪音吵和油烟熏

3366路路公公交交车车是是怎怎么么了了
等等4400分分钟钟才才来来一一辆辆

“僵尸车”停小区路口
变厕所和垃圾箱

受损的壁挂炉。 本报记者
刘真 摄

市民在等公交车。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油烟管道就在小区楼前。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筹建“四点半学校”
还差六百册书

本报泰安2月4日讯
(记者 胡阳) 4日，记者
从泰安市小荷公益事业发
展中心获悉，中心的“爱阅
读”图书部开展的“四点半
学校”在岱岳区满庄镇姜
家园村已经筹建。该项目
选址和装修已完成，但图
书数量还不够。

2015年年初，小荷公
益图书部决定在岱岳区满
庄镇姜家园村建立“四点
半学校”，在周六周日及假
期对外开放。目前村里有
60多个留守儿童，“四点半
学校”建成后，孩子们就可
以来“四点半学校”做作
业、看课外读物。

据了解，该项目预计
达到600册图书，其中适合
小学生读物300册，适合中
学生读物300册。“目前图
书的数量还不太够，希望
社会好心人帮助。”小荷公
益工作人员介绍，好心人
可以捐助适合小学生、中
学生阅读的书籍、杂志(非
教科书)，包括辅导书、科
普读物、童话故事书、古今
中外名著、小说、童话、散
文等。可以是旧书但必须
是八成新、无缺页、无污
损。爱心人可联系小荷公
益 图 书 部 负 责 人 燕 美
1 3 8 5 3 8 9 7 1 1 5 或 贾 利
18653856011。

食品标注转基因
包装上“羞答答”

本报泰安2月4日讯
(记者 闫克杭) 据了解，
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
标识管理办法》第七条明
确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
标识应当醒目 ,并和产品
的包装、标签同时设计和
印制。”但实际情况却不是
这样。记者走访泰城几家
大型超市，转基因食品的
标识多只体现在配料表
中，而非转基因的标识反
而更加明显。

4日，记者在东岳大街
一家大型超市食用油专区
发现，几乎所有非转基因
油都在标签正面显眼处

“大大方方”标注出非转基
因字样，而转基因食用油
的标注却只能在背面或侧
面的配料表中看到，显得

“羞答答”。
比如，鲁花5s一级花

生油在包装标签中央产品
下方标有“物理压榨，非转
基因”字样，还在瓶口下套
的标签上明显标出“非转

基因”；5升装西王葵花籽
油也在包装正面产品名下
方标出“一级压榨，非转基
因”字样。此外，福临门花
生油、多力葵花籽油、金龙
鱼玉米胚芽油等油品均在
包装正面显眼处标识出

“非转基因”字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转基因油品标识并不
明显。五湖一级大豆油包
装正面看不出是否是转基
因食品，只在配料表下方
有一行小字“加工原料为
转基因大豆”；5升装的龙
大食用调和油包装正面标
识明显，侧面配料表显示

“本产品所含大豆油的加
工原料为转基因大豆”。

记者走近油品专区
时，售货员向记者推销时，
对非转基因油也会将“非
转基因”作为招牌挂在嘴
边，而记者察看转基因油
品时，售货员并不会主动
介绍是转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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