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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私装装燃燃气气采采暖暖炉炉频频发发漏漏气气事事故故
今年以来，潍坊城区因此造成燃气泄漏事故已达20起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记者
任磊磊） 据省气象局预计，未来一
周有两次弱冷空气过程，以多云间
晴天气为主，气温起伏不大。

最近几天我省遭遇了大范围的
雾霾天气，直到18日下午5时，省气
象局才发布解除霾黄色预警信号。
此次霾黄色预警解除，主要是有一
股冷空气入侵我省。未来一周将有
两次弱冷空气过程，但气温起伏不
大。未来一周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9日白天，鲁西北和半岛北部
地区阴局部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
区天气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
山区和半岛内陆14℃左右，其他地
区 1 6℃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
22℃左右，其他地区24℃左右。

19日夜间到20日白天，全省多
云转晴。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鲁
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13℃左
右，其他地区15℃左右。最高气温沿
海22℃左右，其他地区25℃左右。

20日夜间到21日白天，全省天
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
山区和半岛内陆13℃左右，其他地
区15℃左右。最高气温沿海22℃左
右，其他24℃左右。

22日（周四），全省晴转多云。
23～24日（周五～周六），全省

多云转晴。
25日（周日），全省晴到少云。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日前表示，经
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
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
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
年龄。

哪些人将“摊上”延迟退休？据
了解，这些人是：1、小于等于50岁的
女性工人（1972年以及以后出生的
女性）；2、小于等于55岁的女性干部
和男性工人（1967年以及以后出生
的人）；3、小于等于60岁的男性干部

（1962年以及以后出生的男性）。那
么，这些人多少岁才能退休呢？关注
逸周末公众微信号(qiluyizhoumo)，
查看全部详细内容吧。点击逸周末
微信页面右上角头像,再点击“查看
历史消息”，还可以看到以前发送的
所有内容哦！

本报德州10月18日讯（记
者 刘潇 通讯员 张洋
赵梓钦） 10月18日，记者了
解到，近日，德州市德城区某
鲜奶吧内，会员卡征集活动开
展得十分火热，而在这小卡片
背后竟然隐藏着大骗局，老板
给大家办完卡之后，第二天就
消失了。

“会员卡又是储值卡，我
存了好几百块钱。”张女士告
诉记者，只要办了店里的卡，

就可以享受打折待遇，还有返
还现金等各种优惠。“因为就
在自己家小区门口，觉得每天
早餐都能有新鲜的牛奶喝，就
毫不犹豫地办了卡、充了钱。”

张女士告诉记者，等到她
第二天去店里拿牛奶时，不仅
没拿到牛奶，连老板的影子都
没见到。“当时看老板是名女
性，不像个坏人，就对她挺信
任的。”之后，张女士还始终认
为老板是因为有事暂时来不

了，可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老
板连续多天不见踪影，这的确
就是卷钱走人了。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线索，
记者向其他几位受骗者了解
情况，他们反映的情况和张女
士一样，他们大多充了几百
元，有的充值上千元。最高充
值达5000元。

“几天之内，这位女老板
敛财不少，三四万元应该不成
问题。”一位受害者称，自从老

板跑路后，自己专门去工商局
查过此人，这个人以前就经常
有注册经历，然后再拿钱跑
路，所以这是个骗局也是毋庸
置疑的，工商局也表示对这样
的“前科人物”一定是要严查
严办。

新河东路派出所民警告
诉记者，接到这样的投诉后，
警方一直在调查、核实，这个
老板确实联系不到了，目前该
案还在继续调查中。

本报济宁10月18日讯（记
者 苏洪印 通讯员 宋红
顺 代林林） 近日汶上县一
公司财务人员吴女士携公司
当天财款回家路上，遭遇劫
匪，身上的36000元被抢走。目
前，嫌疑人郭某已被抓捕归
案。办案民警提醒广大女性市
民，夜行偏僻路段一定要注意
安全。

年轻的吴女士在汶上县
郭仓镇一公司做财务工作。9
月13日18点多，下班后她骑电
动车回家，公司当天36000元
的入款，由于没来得及存入银
行，她放在包里随身带着。当

她行至郭仓镇兴仓物流南侧
的东西公路上时，吴女士突然
发现前面几米处有一名中年
男子站在路中间。“他拿着一
根粗树枝，起步向我走来，目
光很凶。”吴女士立刻意识到
自己遇到了劫匪，吓得调转车
头就跑。

不料，电动车刚调转车头
不久，男子就快步追上，持树
枝用力把她从车上打了下来。
见男子伸手抢自己的挎包，吴
女士极力反抗。打斗中，男子
飞起一脚将她踢倒在路边的
沟内。当时四周没人，她只能
眼睁睁看着包被抢走。随后吴

女士到汶上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报了警。

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监控
探头，没有目击证人，且周围
小路四通八达，警方一时没有
获取有效线索。根据吴女士的
陈述，嫌疑人年龄40多岁，是
步行离开，办案民警分析，嫌
疑人应是居住在案发地周围，
且嫌疑人作案手法娴熟，应是
多次作案。

民警立刻对案发地周边
展开调查，摸排出符合特征的
50多人。当民警将摸排出的曾
因抢劫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郭
某照片让吴女士辨认时，吴女

士突然紧张起来，“我不敢看，
就是他。”

9月25日凌晨，办案民警
赶赴东平县彭集镇将犯罪嫌
疑人郭某抓获。郭某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经查，他1996年
因抢劫被判处无期徒刑，2012
年假释，因手头拮据，又干起
老本行。目前，他已被警方刑
事拘留。

对此，警方特别发出警
示，提醒广大女性市民，夜行
偏僻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不
要独行，也不要带贵重物品，
当受到侵害时，首先要保护人
身安全，并及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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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天气

冷空气驱走雾霾

气温起伏不大

“纸条”是本报日子版开设的一
个固定栏目，读者有疑问可“递纸条”，
本报请有关专家做出解答，对于关注
率高的纸条我们还将给予奖励。

递纸条的方式现在有三种了 ,

拨打96706；将纸条内容及个人联系
方式发送到邮箱qlzhitiao@163 .com；
还可以给齐鲁晚报逸周末官方微信

（qiluyizhoumo）发信息:我要递纸条+

姓名+联系方式+纸条内容。如果您
的问题关注度足够高 ,还可以得到
百元奖金哦 !现在 ,选择一种您习惯
的方式 ,一起递纸条挣奖金过好日
子!

延迟退休真来了

算算你啥时才退

请您递纸条

女女财财务务晚晚上上独独行行被被抢抢走走3366000000元元
目前嫌疑人已被抓获，警方提醒女性晚上不要独行偏僻路

骗子在小区门口以开店为幌子设陷阱

收收了了几几万万会会员员费费，，奶奶吧吧““老老板板””跑跑了了

随着供暖季到来，不少家中无集中供暖的市民考
虑用燃气采暖炉。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非专业人员私
自改装燃气管道安装采暖炉隐患很大，根据潍坊燃气
部门调查统计，今年以来，潍坊城区因此已造成燃气
泄漏事故20起。

本报记者 董惠

近日，潍坊港华燃气有限
公司接到城区东方国际中心2
号楼刘女士电话，反映家中出
现异味。抢修人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该住户因私自安装燃气设
备，连接采暖炉的管道接口处
出现漏气，抢修人员当即关闭
了燃气表前阀，并告诉刘女士，
需尽快到燃气公司办理燃气采
暖炉的改装手续，专业人员将
会为她重新改装。

“像刘女士家一样，在潍坊
城区出现燃气采暖炉漏气的原
因一般都是市民请了无资质的

人员私自改装燃气管道。”港华
燃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
以来，该类燃气泄漏事故已达
20起。“这些事故也都是市民发
觉家中有异味后向我们报警，
我们的工作人员到市民家中抢
修时发现的。而且因处理比较
及时，并没造成太大损失”。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
在市场上销售燃气采暖炉的商
家很多，有些商家为了省钱，就
请没有资质的二把刀上门为用
户安装，这样就很容易留下安
全隐患。

家住紫瑞园小区的王女士
盼了三年仍盼不来集中供暖。

“没办法只能装个燃气采暖炉
应急了。”王女士告诉记者。14
日，记者在王女士家中看到安
装在厨房墙壁上的燃气采暖
炉，不同管径的管子分别连接
着不同的管道。在记者问及她
是否查看过安装人员的安装资
质证书时，王女士一脸茫然。

“当时只是注重取暖炉的质量，
关于安装还真没想那么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城区
不少小区有市民安装了燃气采
暖炉。对于可能存在的隐患，多
数市民跟王女士一样，对于安装
燃气采暖炉需要有资质这一问
题，大都没有考虑，几乎很少有
人想到过查看对方的资质。

而根据国家《家用燃气燃
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的规定，

燃具安装单位必须经过资格认
定。记者对城区燃气采暖炉市
场进行走访了解到，目前市场
上销售燃气采暖炉的商家基本
都是销售、安装、后期维修“一
条龙”服务，不少商家的安装流
程很不规范，没有资质认定也
敢接活。

在福寿街与虞河路的一家
燃气采暖炉经销店，记者了解
到，店里销售的采暖炉有国产
及进口的两大类，价格从四千
元到上万元不等。店主告诉记
者，他们店里有专门的安装人
员，“上门安装时会收取一定的
安装及材料费。”

当被问及安装人员是否有
安装资质时，该店主只是支支
吾吾，“我们的安装人员都很有
经验，也不需要什么证书，技术
好就行。”

使用燃气采暖炉的市民，使用时严禁门窗紧闭，
一定注意通风，每次使用完毕后务必及时关闭壁挂炉
前阀门，以免造成燃气泄漏。

在发觉出现燃气泄漏时，切勿开排气扇、抽油烟
机、切勿触动室内任何电器开关及室内使用手机、电
话。

燃气泄漏一般处理步骤为首先开窗包括橱柜门
的通风，让燃气向外散发。然后关闭采暖炉前燃气阀
门、壁挂炉及灶具开关、灶前阀。最后务必到室外安全
地方拨打紧急抢修电话，请技术人员免费检测、排险。

调查：

如何装有规定，却常被商家忽视

燃气采暖炉咋用才安全

险情：

家中燃气取暖炉突然出现异味

安上它暖和了，
咋有怪味呢？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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