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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国际小区几位住户车停小区西邻路上，一夜起来气坏了

四四辆辆车车被被砸砸玻玻璃璃 现现场场扔扔两两把把铁铁锤锤
路中管道移北侧
泮河大街四座桥拆除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
(记者 王世腾) 泮河大
街修路开工一个多月，目
前道路中间绿化带里自来
水燃气管道移到道路北侧
的工程已大部分完成，过
河的四座桥梁全部拆除完
毕，沥青混凝土路面已全
部挖除。

11日，在泮河大街三
里桥附近，十几名工人正
在挖桥底的泥土，一台机
器正在打桩。“这桥鉴定为
危桥，需拆除重建，南北各
加宽7米。”泮河大街指挥
部工作人员说，泮河沿线4

条河上四座危桥都需拆除
重建，因为前段时间下雨，
这几天正加班加点24小时
连夜施工，不会因为下雨
影响工期。

“修路最怕下雨了，这
工程工期又紧，我们只能
加班加点。”工作人员说，
截至目前一标段原沥青混
凝土面层挖除完毕，七里
河桥桥面铺装、桥板已破
除完毕，三里河桥行车道
南半幅沥青面层已破除。
二标段全线障碍物调查已
经完成，自来水管线铺设
已完成2750m，燃气管线预
计8月1 2前完成合口、打
压、吹扫、接口、送气等工
作。三标段中央分隔带土
方挖除共计38075m3，新建
各专业管线横过路位置及
施工方案已提报；梳洗河
往西自来水已铺设完成，
等待合口；双龙河旧有燃
气、自来水管线改造已完
成。

盗用通讯公司员工工号
小店店主偷流量被刑拘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
(记者 邢志彬 通讯员

聂华君 ) 泰城西部某
商业街一家联通营业部，
盗用联通公司员工工号，
为客户增加流量包。联通
公司损失两万多元。1 0
日，包某两人因涉嫌侵占
公私财产被刑事拘留。

包某二人在泰城西
部某商业街开了一家联
通营业部，两人虽苦心经
营，但生意时好时坏。于
是两人想起了歪点子，他
们对联通公司部分业务
的操作办理情况比较熟
悉，设法悄悄获取了某员
工的工号和密码，被盗的
工号有给联通手机号增
加流量包等权限。

工号得手后，只要前

来办业务的客户，包某都
免费给客户增加流量包。
这样办理同样的业务，包
某的店就有明显的优势，
客人多了，生意也好了起
来。

联通很快发现了问
题，流量的账目对不起
来，怀疑是有人捣鬼，前
期向派出所反映过一次，
但证据不是很确凿。后来
发现这个问题反复出现，
联通公司再次报警。泰山
分局刑警队介入调查，追
查发现问题出在包某的
营业部。

10日，刑警大队联合
站前派出所当场把二人
抓获。两人因涉嫌侵公私
财务被刑事拘留。

风湿免疫科专家
做客空中诊室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
(记者 路伟 ) 1 3日上
午，本报空中诊室继续开
诊，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风湿免疫科主任，主任医
师、教授翟乾勋做客本期
空中诊室，他将为大家讲
解风湿关节炎、强制性脊
柱炎等常见疾病的诊疗
知识。

强直性脊柱炎、风湿
类关节炎、痛风等疾病困

扰着不少人。特别是风湿
类关节炎，由于治疗起来
周期较长，很多患者无法
坚持下来，导致病情延误
甚至加重。

本期“空中诊室”栏目
时间：8月13日上午9:30-10:
3 0 ,读者可拨打健康热线
18653887225，与专家进行
直接交流，也可提前发送
问 题 至 栏 目 邮 箱
jinritaishan2013@163 .com。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
(记者 赵兴超 实习生
张艳) 10日夜间至11日，停
在中心国际小区西邻道路
的四辆车玻璃被砸，砸车人
留下两把铁锤。车主怀疑砸
车与车位有关，三里派出所
介入调查。

“我家的车昨天晚上头
一次临时停在这儿，没想到
有人干出这样缺德的事。”
11日早晨，中心国际小区贾
先生说，他晚上8点多在小
区西侧停车，早上7点多出
门就看到驾驶座玻璃被砸
了一个洞，一把铁锤被扔到
驾驶座上。

遭遇飞来横祸的不仅
仅是贾先生的爱车，相邻另
外三辆车也惨遭毒手，都是
小区业主的车辆。四辆车被
砸位置均是驾驶座和副驾
驶座玻璃，车主停车时间大
约从10日下午6点到晚上9
点多开始，最早发现被砸的
是一辆出租车司机，早上6
点左右出车时发现车玻璃
碎了一地。四辆车上的财物
都没有丢失。

四辆车紧挨着停在一
起，地上一地碎玻璃，每辆
车内也满是玻璃碎渣。车
主们报了警，三里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调查取证，
带走一把怀疑为作案工具
的铁锤，还有一把遗落在
车内。

一位车主告诉记者，他
们四位车主都是刚来小区

不久。“小区地上车位11万，
不买不让车开进小区，哪怕
生病等急事也很难让进小
区。”车主们说。

小区物业管理人员表
示，对于昨晚车辆被砸的情
况并不知情。居民刘先生说
小区道路两旁路灯过了夜
里十二点后就自动灭灯，即
使调取监控也很难看清。

目前，警方正在对砸车
事件做进一步调查。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张伟) 11日上午9
点左右，龙潭路与泰玻大街
路口，一辆面包车行驶中发
生自燃。路人和面包车驾驶
员，先后借来7个灭火器，才
将明火控制。

“龙潭路红星美凯龙门
口附近，一辆面包车冒起浓
烟，现场交通有些拥堵。”11
日上午，市民王先生拨打本
报热线6982110反映，一辆面
包车行驶中冒起浓烟，司机
下车查看时，发现有明火冒

出。
驾驶员马先生说，他当

时驾车从泰玻大街右转进
入龙潭路，行驶中闻到车内
有一股焦臭味。“我打算停
车查看，但车辆突然熄火，
紧接着有浓烟冒出。”马先
生说，他车上没有灭火器，
幸好路过的几位好心人，先
后拿来5个灭火器帮灭火，
后来他又借来两个灭火器
控制余火蔓延。

接警后，泰安消防特勤
中队到场，对现场进行警

戒，疏散周围无关人员，并
出一支水枪进行灭火。“面
包车副驾驶位置过火，还冒
着余烟，前挡风玻璃上散落
大量干粉。”消防官兵扑灭
残火，确认没有其他安全隐
患后返回。

马先生介绍，车辆平时
保养得比较到位，很少跑长
途，“当天早上打火时，车辆
反应比较迟钝，没曾想会发
生自燃。”目前，车辆已被拖
到修车厂，起火原因还在调
查。

面面包包车车行行驶驶中中熄熄火火自自燃燃
大家拿来七个灭火器，帮着司机灭火

本报泰安8月11日讯
(记者 杨思华) 全市2015
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社区就业”计划招募工作
结束，最终确定录用97名大
学生。8月中旬前，他们由各
县市区分别组织岗前培训
后，将奔赴基层岗位工作。

据悉，今年泰安市“三
支一扶”、“社区就业”原计
划招募104人，经过报名、笔
试、面试、体检、公示等环
节，最终确定97名大学生为

泰安市2015年从事“三支一
扶”、“社区就业”计划招募
录用人员。

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
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社区就业”计划公开招募
工作，时间紧、节奏快、要求
高、标准严，为确保招募工
作公开、平等、竞争、择优，
今年招募工作严格按照公
示程序进行，及时在网上发
布招募公告，明确招募条

件、网上报名、笔试、资格初
审、面试、体检及培训上岗
等步骤和要求。

“招募计划的相关政
策、招募过程中信息发布、
招募职位的报名动态，以及
对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体
检结果等以及每个职位考
试划分数线后符合面试的
人员、面试后符合体检的人
员、体检后符合录用的人员
都及时在网上公示。”工作
人员说。

““三三支支一一扶扶””和和““社社区区就就业业””
9977名名大大学学生生获获录录用用

4月14日，新城国际小
区一夜之间八辆车被砸。被
砸坏的车内部有翻动的痕
迹，车主财物失窃。

7月21日夜间，志高国
际小区2号楼北侧停放的18
辆私家车车胎被扎。有几名
市民叫来修车工人，卸下被

扎的轮胎换上备胎。
8月8日，有媒体报道志

高国际小区6辆车被砸。玻
璃碎片散落在地面上，有的
车后视镜和转向灯被砸坏，
一辆面包车后侧玻璃被砸
出一个大洞，后轮也被放
气。

一把砸车的铁锤被扔进车内。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车辆玻璃被砸出洞。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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