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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燃气安全隐患 最高千元现金等你拿
济南港华启动“冬季燃气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持续到供暖季结束

□记者 于洋 通讯员 刘晓

冬季极寒天气频发，燃气
安全显得尤为重要。为保障冬
季燃气设施安全运行，减少供
暖季燃气安全事故的发生，进
一步提升燃气服务水平，确保
泉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即
日起，济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正式启动“冬季燃气安全隐患
随手拍”活动，广泛发动供气区
域内用户和全体员工在燃气安
全领域全方位查隐患、补短板,
切实把安全生产风险控制在
小、解决在早。隐患一经排查,市
民可获得最高1000元的现金奖
励，还会被聘为济南港华燃气
安全义务监督员。

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全民
随手拍·共筑安‘泉’城”，每周
四将会在国家和省市级媒体发
布漫画讲解燃气安全常识，活
动持续到供暖季结束（2019年3
月15日）。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一、如果您发现有燃气安
全隐患存在，则请通过以下方
式告知济南港华：

1 .关注“济南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
码或直接微信搜索济南港华燃
气有限公司），直接发送信息；

2 .拨打24小时专属服务呼
叫中心电话：968111；

举报人参加活动时，应该
同步发送姓名、电话、身份证号
码和地址信息，方便发奖使用，
对于相关私人信息我们会严格

保密。
二、隐患受理内容：
凡您看见标有“济南港华

燃气”标志的燃气管道和设施
均属济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所
有，大致范围为大纬二路以东
区域为济南港华供气区域。供
气区域内的燃气违法行为和安
全隐患，您均可举报反映，包含
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室内燃气安全隐患及违
法行为

室内燃气设施（燃气管道、
胶管及管卡、燃气灶、燃气表
等）燃气泄漏问题、超期使用问
题、相关设施损坏老化问题、管
道锈蚀等隐患；私改私接等偷
漏气行为、在燃气管道上防止
违法物品等是违法行为。

2 .室外燃气安全隐患及违
法行为

单元楼道内燃气泄漏、室
外燃气管道泄漏、燃气架空管
上悬挂重物、楼外立管护栏缺
失或不完善、管道锈蚀严重、调
压箱等设施漏气或门锁不完善
等。

3 .地下燃气管线隐患及违
法行为

地下燃气管线泄漏、阀门
井有泄漏或井盖损坏缺失、第
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线导致漏
气、非人为因素造成的燃气安
全隐患等。

三、活动奖励标准：
凡是被济南港华核实、确

认并成功处置的安全隐患，根

据隐患级别分类及判定对每一
处隐患进行对应奖励（奖励提
供者），具体如下：

一般安全隐患奖励300元；
严重安全隐患奖励500元；
重大安全隐患奖励1000

元。
四、活动要求：
1 .提交的隐患信息范围为

济南港华供气辖区，信息必须
客观真实，照片必须清晰准确；

2 .提交作品图片时，需一
并发送相关信息：姓名、电话、
身份证号码、时间、拍摄地点、
隐患说明；

3 .接到举报后，工作人员
会实地核实举报内容的真实
性，并在3个工作日内给予举报
人回复，核查情况属实的，对隐
患举报人予以奖励，奖金将于
15个工作日内发放给举报人。
同一隐患被两人以上举报人分
别举报的，奖励最先举报人；两
个或两个以上举报人联名举报
同一隐患的，按一案进行奖励，
举报人共同分享奖励；对同一
件安全隐患事故多次出现时，
奖金仅发放一次。

4 .活动解释权归济南港华
燃气有限公司所有。

电动车火灾75%充电时发生
消防部门将在12月底前集中整治
□记者 李培乐

生活日报12月5日讯 5日下
午，在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发布
会上，记者从山东消防防火部获悉
将组织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和
维修改装环节进行专项整治。

发布会上，山东消防防火部副
部长焦培文介绍了电动车火灾的情
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我
国电动车保有量达到2.5亿辆，平均每
3个人就有一辆电动车。每年因电动车
发生的火灾至少为2000起。有的电动
车为了降低成本使用的是铅酸电
池，寿命只有一到两年，一旦超过使
用寿命将会存在很大隐患。

电动车火灾有75%是在充电
时发生的。火灾原因主要有三：一

是楼道电动车乱停乱放，还有就是停
放在楼道或者室内的夜间充电过程
中缺乏管理。最后就是飞线充电，从
几十米高的地方扯下电线来充电。

据山东消防防火部董新明部长
介绍，12月底前，消防部门再次组织
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和维修改装
环节进行专项整治，加强电动自行车
停放、充电治理，集中查处一批违法
违规行为，设置一批集中停放场所和
智能充电控制设施。去年，省政府法
制办、省公安厅出台《电动车消防安
全五条禁令》，明确处罚措施，为专项
治理提供了政策保障。消防部门将狠抓
源头防治，全省各级消防部门依托消防
站、消防体验室等开设230余个电动车

“消防门诊”，为社会群众提供免费
充电、检查和消防咨询等服务。

五年前镶的牙发炎、松动了 怎样修复可以“不下岗”？
12月16日，进口种植体2980 充值最高返现5000元 申请电话：82389888

想种牙和种过牙的朋友们，大抵都有在济南
大大小小的口腔医院来回跑的经历，看来看去不
少人觉着每家医院的技术类似、产品相同，实在不
好选择。最后，价格成了医院选择的决定因素。但
其实，不同的口腔医院，种植牙效果千差万别，种

植医生的技术怎么样？口腔医院消毒管理怎么样？种植牙术后
维护保养怎么样？为解答大家的口腔疑问，12月16日，拜博口腔
年终答谢，只要您种过牙或者想要种牙，即可申请成为监督种
植牙品质监督员，待遇每月3500元！申请电话：0531-82389888

镶牙几年，没想到牙骨被侵蚀空了

“我几年前贪图便宜、省
心，随随便便找了个地方将两
边好牙磨小镶了烤瓷牙，想着
大家缺牙了反正也都是‘镶’
的，谁知便宜是便宜，却一点
也不省心，这几年苦头吃足，
牙龈发炎、牙桥松动，吃饭都
吃不香……”

不科学镶的烤瓷牙引起
的牙龈发黑、发炎随着时间的

推移会越来越严重，不少叔叔
阿姨近几年已经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牙周脓肿、牙齿蛀
烂、牙根暴露……由于牙周
炎症会“侵蚀”牙槽骨，时间
一长，牙槽骨薄得只剩几毫
米，传统的“老办法”也无法修
复，如何修复牙齿才能耐用、
坚持“不下岗”？成为缺牙人的
普遍心愿！

1、韩国登腾种植体2980元；德国
进口种植体5980元。

2、全瓷冠低至1580元。
3、牙齿矫正最高立减5000元。
4、充值最高赠送5000元。
5、种牙可抽奖，赢取电视机、微

波炉、电饭锅等大奖！
6、预约电话：0531-82389888。

◎原市口腔医院
业务院长

◎山东省口腔医
师协会副主任

委员
◎山东省种植专

委会副主任委员
◎济南市口腔专

委会主任委员
◎济南拜博口腔

医院院长

拜博口腔年终答谢会
待遇3500，招募种植牙监督员

1 2月1 6日，拜博口
腔年终答谢，面向社会
招 募 1 5 名 种 植 牙 监 督
员，希望各位监督员能
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

闻分享给大家，为口腔
行业的良性发展贡献力
量。同时也为更多缺牙
而不敢种牙的顾客带来
更多的信心。

◎原市口腔医院
种植修复专科

◎原市口腔医院
主任医师

◎2018人民网全
国十佳口腔医生

◎济南拜博口腔
医院院长

从满口烂牙到全口新牙？
全新修复方式颠覆传统

“临床上，我们发现很多
患者来治疗时，牙槽骨都已经
空了，属于疑难缺牙案例。”拜
博种植专家表示，这种情况已
经没有好牙可以固定，只有种
植牙才能“重生”新牙，达到耐
嚼耐用的要求。

特别是目前“不植骨、不等

待、当天有牙”的修复理念，可以
在牙槽骨极度缺失的情况下，
由具有颌面外科经验的口腔专
家操刀，选取牙骨条件较好的
位置，避开神经，稳稳地植入四
个牙根，避免植骨的同时，配合
数字化导航技术，省心省力种
上一口耐嚼的好牙不是难事。

专家简介 打造行业金标准 牙齿才能更牢固

虽然种植牙越来越
被普通百姓接受，但种植
不规范、技术不到位，导
致的植体松动、脱落、损
伤牙龈的现象依然存在。
如何享受规范种牙？专家
表示，种植牙需要讲究精
准度以及骨结合，这两者

不仅是愈合快慢、新牙能
否牢固的关键，更是种植
牙成活率高的前提。据
悉，运用数字化种植、即
刻负重的技术，可以大大
提高骨结合、成活率，成
为目前成功种植牙的新
选择！

种植牙监督员专属折扣李铁军

王辉东

小区内居民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现象存在。资料片 记者 李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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