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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蒋龙龙） 16日，记者从济南
热力公司获悉，位于旅游路沿
线的红山圣都小区仅剩的两
栋“孤岛”居民楼终于用上集
中供暖了，比合同送暖日期还
提前了1个月。位于东部城区
的东仓小区、佛山苑小区1区
和3区、七里堡南区都能在本
采暖季实现供暖。

16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旅
游路与洪山路交会处附近的红
山圣都小区。红山圣都小区的其
余楼栋均在2010年前后就用上

了集中供暖，只有小区北侧的13
号和14号楼因为在建设时发生
资金链断裂，配套设施不完善导
致小区难以加入供暖。

“我们去年年底入住后，
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取暖。”一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居民
的供暖需求很迫切。为了解决
这两栋楼的供热需求，济南热
力公司从今年10月起，为这两
栋楼专门进行了管道改造并
新建了一处换热站。

据济南热力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如果借助小区原有换

热站供暖会涉及产权问题，并
且需要刨掘小区内道路，可能
会给其他居民带来影响。该负
责人说，他们将外围一次管网
加粗，并新建一处换热站，这样
才解决了热源和施工的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换
热站设施已正常运行，站房装
修正在收尾。居民家中从15日
已经开始逐步升温。热力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小区今冬
可正常用暖了，这比合同送暖
日期提前了整整1个月。”

不仅红山圣都小区今冬加

入了集中供暖，佛山苑1区和3
区、国华经典这些省城著名的
供暖“孤岛”也已经热了起来，
东仓小区、历城七里堡南区等
小区也正在进行紧张的施工，
这个采暖季都能加入集中供
暖。其中东仓小区的1000多户
居民有望于今年底供暖。

记者还从负责西部城区
供暖的济南热电获悉，今年计
划供热尚未供热的面积有约
30万平方米，主要有舜清苑小
区、经七纬一社区等，将按合
同要求时间按时供热。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王小蒙）
8日一早，高先生在燕山银座门前，踩

到一块打滑的铁板摔断了腿。就职的万
通物业给他支付了1500元后，再没有给
任何赔偿。无钱支付手术费的高先生十
分心急，“再不动手术腿就要废了”。

8日早上八点，高先生像往常一样
骑电动车去燕山银座上班。他刚把车
停放在家和馅饼店前，准备下台阶去
找同事时，一脚踩在了打滑的铁皮板
上，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我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整个
人就扭着摔在地上了。”高先生说，他
本来是面朝北下台阶，摔倒在地的时
候整个人朝了西。“当时一阵钻心地
疼，腿都动不了了。”

高先生平常也不在那停放电动
车，没注意到有块发白的铁板。由于
那天刚下过雨铁板比较滑，他下台阶
时才会一只脚刚踩上去就摔倒在地。

高先生看着那块地方像是井盖，
却没有任何提醒和警示。“摔倒当天
我干活的公司就给我出了1500块钱，
后来再要就不给了。已经住了一个多
星期院了，因为没钱医院撵我出院，
现在都不给用药了。”

记者看到高先生出示的片子上，
左腿股骨处有明显的断裂。“医生说
再不做手术腿要废了”。拿不出手术
费的高先生一家对此发愁不已。

记者从燕山银座商城了解到，铁
板盖住的是油池，在角落里，而且只
有清洗的时候才会打开。不过13日记
者去现场探访时，该处并没有任何提
醒标示。

记者随后电话联系高先生就职
的济南万通物业，一名李姓主任回
应，这片地方在家和馅饼门口，应该
由他们负责。“当时出的1500元钱也是
我们私人垫上的。”不过，燕山银座商
城物业部一名工作人员称，正在督促
物业公司解决。

“我们跟万通物业签了合同，保洁
人员的人身安全应该由物业公司来负
责。”该工作人员说，万通物业承诺将联
系高先生具体谈赔偿事宜，属于银座和
万通物业方的责任不会进行推卸。

山东泉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吕作兴
解释，管理单位应该尽到提醒责任。

“没有设置提示导致事故发生的，管
理单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雨后踩在铁皮上

打滑摔倒摔断腿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戚云
雷） 1 6日下午3点半左右，在天桥
区板桥路北石桥小区的居顺鑫旅馆
内，一名住宿客人被发现死在旅馆
屋内。据了解，该旅客在住宿登记时
并未有任何异常。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下午4点多，记者赶到事发地点，
此时事发现场已被警方封锁。记者注
意到，旅馆位于一个小胡同内，共有
两层，门口只有“旅馆”的字样，并没
有旅馆名字。不过，从胡同外一个指
示牌上，可以看出该旅馆的名字为

“居顺鑫旅馆”。
据围观居民陈先生称，客人是大

概一个小时前被发现的，很快警察就
赶到了现场，虽然120急救车也来了，
但并没有把人拉走，“人还在旅馆内，
应该已经死了。”而居民王女士告诉
记者，她刚刚从旅馆门口路过时，听
到旅馆的二楼有哭声，“好像是一个
男人在哭，但不知道死者是男是女”。

在胡同口，一位自称是旅馆老板
的男子告诉记者，这家旅馆是他经营
的，客人是昨天入住旅馆的。至于住
宿客人死亡原因，该旅馆老板称他也
不清楚，因为在入住登记时他并未发
现客人有异常，只是看起来显得比较
疲惫。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住宿客人

旅馆内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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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疑是危化品，造成一场虚惊

红红山山圣圣都都小小区区供供暖暖问问题题解解决决了了
东仓小区、七里堡南区今冬也能供暖了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张泰来 尉伟） 重型油罐车
出现故障，车头与罐体脱节，
大量刺鼻液体“哗哗”外泄，路
过市民报了警，交警不能确认
液体成分，担心是危化品造成
公共危害又喊来了消防员。后
经确认，泄漏的并非危化品，
而只是运输废水的车辆出现
了故障。

“清河北路舜馨路路口，
大罐子车出事了，黄色的水

‘呼呼’流，味儿很难闻，不知
道是什么东西，怀疑是危化
品。”16日上午9点左右，天桥
交警大队接到了这样一条群
众报警。

接警后，民警赶到了现
场，果然见一辆红色油罐车停
在路旁，大量颜色发黄的液体
从罐体前部流出。

“罐车附近的地面上已
经积了一些黄色液体，散发
着刺鼻的气味，行人都躲着
走。”天桥交警大队执勤民
警介绍，由于市民报警称可
能是危化品，为防止危及公
共安全，天桥大队派出了十
几名交警赶到现场维持周
边交通秩序，同时也通知了
消防员前往应对。

交警发现，泄漏液体虽然
气味不好闻，倒也没有发现其

他的异常。这时，一辆吊车和
另一辆罐车车头也开到了现
场。

“这是驾驶员喊来的，准
备用吊车将罐体和罐车头连
接起来。”办案民警说，他们找
到罐车驾驶员询问罐体内液
体成分。驾驶员说，罐车的确
是从附近一个化工厂开出来
的，但罐体里的液体并非危化

品，而只是30多吨废水。
“从厂里出来准备把这些

废水运到黄河北去，没想到在
转弯时发生意外，罐体与车头
连接处脱落导致废水泄漏。”
罐车驾驶员说，他没想到市民
会对液体成分猜测造成恐慌，
也没有报警，就自己找来车排
除故障。

随后赶到的消防员也确

认液体并非危化品，确实是废
水，这时，现场的市民和交警
等工作人员才松了一口气。9
点20分，罐车离开现场，交通
恢复了正常。由于该车属于半
挂货车，按规定全天24小时不
允许进入市区，驾驶员行为违
反了禁令，交警依法暂扣了驾
驶员驾驶证，随后还要对其进
行处罚。

部分住户对维修费分摊有争议

电电梯梯坏坏了了近近三三个个月月没没法法修修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时培磊 实习生 丁金阳）
济南历城区齐鲁世纪园一栋
12层建筑的电梯坏了近三个
多月了，因为楼上部分居民对
分摊费用有争议，维修费迟迟
没有凑够，电梯至今也没有维
修，这可苦了楼里住户。

16日，齐鲁世纪园5号楼2
单元的王先生向本报反映，自
8月底开始，单元楼唯一的一
部电梯出现故障。“电梯坏了
没人修，我们老两口都八十来
岁了，生活太不方便了。”王先
生告诉记者，电梯坏了一段时
间后，11月7日，他终于忍受不
了每天爬9楼，“就搬到亲戚家
住了。但是老住在别人家也不
是个事啊，还是想把电梯修
好，搬回自己家。”王先生告诉
记者。

16日下午，记者来到该单
元楼，看到电梯门口贴着小区
物业的告示，电梯门被施工围
栏挡着。记者通过楼上居民了
解到，电梯坏了之后，物业找
到维保单位、生产厂家和业主

协商维修方案。很快，维保单
位和厂家给出了维修方案，列
出了维修所需的费用。

在公示的报价单上，记者
了 解 到 ，电 梯 维 修 费 用 为
37418元，这些费用由楼里的
住户来分担。物业召集住户制
定了维修费用分摊方案，记者
从此方案看到，住户承担的维
修费用由住户的建筑面积决
定，每户分别承担约1050元或
735元的维修费。

按照楼房维修的相关规
定，楼房公共事项的维修可以
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电梯维修
费完全可以从此基金出，无需
再向住户收费。而记者从齐鲁
世纪园物业处了解到，“这个
楼是老楼，当年大部分住户都
没有缴纳维修基金，现在只能
住户出钱。”

记者了解到，目前共有二
十来户交了维修费用，其中只
有六家当年交了公共维修基
金，可以直接从基金扣除。楼
上仍有近一半住户没有缴纳
维修费。

“原因很多。有些住户觉
得都是乘坐电梯，应该都收一
样的钱；有些住户说自己家人
少，用的少，不应该交这么多；
还有的说自己是低层住户，平
时不用电梯，为啥要交钱。”小
区物业处宋主任告诉记者。

据悉，由于楼上大部分住

户没缴维修基金，此次电梯维
修费还要从维修基金出，“现
在算是补交上当初的维修基
金”，而维修基金则是按面积
收费。“现在住户不交钱就没
钱来修理，我们也只能慢慢做
工作，没有好的办法。”物业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油罐车泄漏出大量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液体。 视频截图

单元楼唯一的电梯坏了三个月，门口用围栏围挡着。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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