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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刮南风就飘来刺鼻汽油味
九个露天放置大罐吓坏附近公司职工，项目负责人表示不存在危险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铭

现场>>

罐体露天放

存储液体有异味

6 月 30 日下午，记者赶到城区卫
育路北首，透过一栅栏门发现路东一
片空地上放置着几个罐体，大门上没
有任何厂名标记。走进后发现， 9 个
长约 6 米，直径约 2 米的罐体一字排
开，上面还都标记着编号，靠近东侧还
有两间简易板房，上面贴着消防部门的
封条。

在其中一间板房内，摆放着近 20
个铁皮桶，另有一些塑料桶，其中两个
较大的塑料桶内装有液体物质，有的桶
上标记着“C 型”字样。9 号罐体附近，4
个 1 米见方的塑料罐体内装有液体，略
有异味。罐体间设有自吸泵，罐体都露
天放置。

在距离 9 个罐体 10 余米的南侧，
一个简易搭设的篷布下，10 个 1 米见
方的塑料大桶盛满液体，前后用铁丝网
围着，其中一个塑料桶上写着“汽油”字
样。

除透明塑料桶能看到里面存放着
液体外，大的罐体内是否装有液体记者
并不清楚。附近厂区工人说，曾看到过
有大车进出，但具体是不是装卸液体之
类的物品不太清楚。

附近公司员工>>

担心发生意外

有的不想上班

放置罐体的场地周围有三四家企

业，距离最近是北侧的莱鑫公司，公司
南门就在罐体附近。“真是担心发生意
外，9 个大罐万一出事，后果不堪设
想。”莱鑫公司公司一位负责人说。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由于公司离罐
体安放处非常近，三个月前对方开始安
装时曾问过，他们说就装三个大罐，不
会有事，可安装完了却出现 9 个大罐，
而且罐体都是他们自行焊接的。“一开
始都认为没事，但每次刮南风，厂区工
人就能闻到少许异味，不知道怎么处
理。”

莱鑫公司工人徐师傅说，他工作的
车间距离 9 个罐体不到 30 米，开始不
知道装什么的，但从南门来回走才发
现，其中有不少汽油，而且这些罐体
都露天放置，天气这么热，如果发生
危险厂房都不安全。“有的女职工担
心意外发生，找理由请假回家了。”
徐师傅表示，他们上班都提心吊胆
的。

另一家制衣厂工人冯女士说，厂
里工人也听说了厂房后架起大罐的
事，厂子的宿舍紧挨着一排罐体，有
时候睡觉不踏实。“已经有不少人给
相关部门反映了。”

处理>>

消防部门查封

疑存易燃易爆物

在罐体所在场地大门处，一位门
岗说，搭设罐体的人都是本地人，其
中有一位是中科院教授，听说是租借
这块地皮，进行清洁新能源试验研
发。

“他们有的说是准备生产农药，

有的说是要生产杀虫剂，但到底是干
什么不清楚。”门岗说，他没见过负
责人，见到的基本都是在这里施工工
人，具体是什么人操作的都不清楚。

在场地大门里面有三间简易板
房，上面标示着安全警示牌，其中一
间是厨房，另外两间内摆放着办公桌
椅，桌上有几本记录登记册子。直到
6 月 30 日下午 5 点半，办公室仍不见
有人出现。

6 月 28 日，聊城市公安局消防分
局现场查封这些罐体，并在相关室内
贴上封条。一门卫告诉记者：“听说
是存放了一些易燃易爆物品，可能存
在安全隐患。”

项目负责人>>

所放的是醇类原料

不会造成危害

负责该厂区项目的柳先生说，他
们现在研发的是新型环保节能项目，
主要是醇醚燃料，该燃料可替代成品
油，利用工业副产品可燃气生产甲
醇、二甲醇。作为国家发改委立项项
目，经过近十余年的实践证明，甲醇
搞清洁燃料非常适合于较高压缩比发
动机的轿车以及各种汽油车使用。“国
家发改委为此还下发了重点节能工程
实施意见，该燃料已在山西、陕西、福建
等地推广使用，但在聊城尚属空白。”

“目前该燃料研发已经通过中科院
实验室试验成功，上市后可代替汽油成
为节能燃料，并可降低成本，试验阶段
研制的产品供市民免费试用。”柳先
生说，由于该燃料属于醇类原料，且
大罐内没有任何物品，不存在危害。

缴费忘带银联卡 他忙掏出自己的
这个保安真是个热心肠

本报聊城 6 月 30 日讯(记者 李
璇) 30 日，市民高女士到柳园路工
商银行办理缴电费业务，到了却发现
银联卡忘带了。正当愁眉不展时，银
行一位热心保安掏出自己的银联卡，
帮她办了业务。此举让高女士十分感
动。

高女士说， 30 日上午她到柳园
路上工商银行缴电费，由于不清楚如
何操作，她赶紧咨询保安。保安告诉
她需要通过银联卡转账到电卡，无法
使用现金，但她只带了电卡和现金。
该保安主动掏出自己的银联卡，并帮

助她交上电费。
“在银行办理的业务，我一直都

不怎么清楚。没带银联卡，本来是我自
己的问题。这名保安真是热心肠，他不
光帮了我，还给另外一位女士换了钱
呢。”原来高女士办完业务后，一位在
银行自动柜员机办理存款业务的女士
也找到该保安。该女士存款时，有一张
100 元的现金，自动柜员机无法识别，
一直存不上，她怀疑是假币。保安看后
说，钱是真的，可能是天热出汗弄到了
钱上，影响了系统识别，主动掏出自己
钱包拿出一张100 元跟她换。

“现在像这种热心肠的人越来越
少了，感觉保安的工作是维护银行的
秩序和安全。这名保安经常主动帮助
来办业务的市民，在一些问题上还会
适时提醒。虽然都是小事，但越是细节
越让人感觉温馨。”高女士说。

30 日下午，记者见到这名热心保
安。面对记者采访，一脸憨厚的他显得
有些不好意思，经过记者再三询问，才
知道他的名字叫刘景水，在该银行工
作刚满一年。刘景水一直说，市民大
热天来银行办业务也不容易，他只是
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东汉墓群古墓数增至 12 座

共挖掘出 10 余件文物

本报聊城 6 月 30
日讯(记者 谢晓丽
凌文秀) 聊城市市民
活动中心发现汉代墓
群，29 日，文物部门对
其进行抢救性挖掘，发
现 8 座古墓，一口古
井。在 29 日下午及 30
日的挖掘中，工作人员
又发现了 4 座古墓。该
处古墓群墓数增至 12
座，出土文物约十余
件。

29 日下午 17 时
多，在记者离开现场
后，考古人员在 4 号
古墓长方形带头厢古
墓旁边又发现了一座
相同形状的古墓，现
场挖掘出五铢钱、陶
仓、陶灶陶炉等物品，

保存较完整，出土文物
多于4 号古墓。

30 日上午，考古
人员对 29 日发现的合
葬墓继续进行挖掘，现
场挖出陶盘、陶盒等物
品，但陶盒上面无盖，
保存较完整。考古人员
推测，陶盒可能是古代
梳妆盒，盒盖可能是木
制的，已一腐蚀。

30 日，考古人员
又 陆 续 挖 掘 出 3 座
墓。截止到 6 月 30 日
下午，抢救性挖掘工
作已基本结束，现场
共发现 12 座古墓，出
土十余件较完整文物，
目前出土文物暂时保
存在中国运河文化博
物馆。

本报聊城 6 月 30
日讯(记者 刘铭 通
讯员 刘常慧 李明
皎) 一男子凌晨爬楼
盗窃，进入厨房后竟大
口吃起了放在冰箱里
的西瓜。吃西瓜的动静
将房主人惊醒，男主人
持拖把将盗贼逼入厨
房死角，随后赶到的民
警将该男子抓获。

东昌府巡防大队
三中队民警介绍，6 月
28 日凌晨 3 时许，他们
在城区巡逻时，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令，称
在振兴路某公司家属
楼发现一名小偷。民警
赶到该家属楼 4 楼一
居民家时，发现房主人
正用拖把顶着一男子，
民警随即上前将该男

子控制。
经审讯，被抓男子

焦某今年 33 岁，老家
在江苏，6 月初到聊城
后专门爬楼盗窃。6 月
28 日凌晨，焦某转到振
兴路某家属楼前，发现
4 楼一居民窗户没有防
护棂且窗户开着，就顺
着楼下窗棂爬进了厨
房。进入厨房后，发现
冰箱里放着西瓜，便大
口吃起来。

据报警人介绍，他
躺在床上隐约听到厨
房里有动静，觉得不对
劲儿，一面报警一面拿
起拖把靠近厨房，并将
正在吃西瓜的焦某逼
入厨房死角。目前，焦
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

入室盗窃还偷吃西瓜

男主人持拖把把他堵在厨房

9 个大罐一字排开放置在空地上，据称该厂区正在等待建设。

城区卫育路北
首一空地上，9 个大
罐体露天放置，不少
人担心发生事故，上
班都提心吊胆。6 月
28 日，聊城市公安
局消防分局以违规
设置易燃易爆物品，
查封了这些露天罐
体。该厂区负责人表
示，大罐内没有任何
物品，不会造成任何
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