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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民生

奥帆中心再添超五星级酒店
青岛四季酒店开始招标，2013年建成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刘玉彩 ) 近日，市南区

启动“爱心搭建助学桥”困

难大学生救助活动，以资助

低保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

的高考新生顺利入学。截至

目前，市南慈善协会已向56

名 困 难 新 生 发 放 助 学 金
14 . 6万元，各街道、社区继

续接受学生报名申请。

今年市南区“爱心搭建

助学桥”活动助学资助条件

为：持有《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证》和市南区户口，

同时未获得市教育发展基

金会或市总工会资助的大

学新生；低保边缘家庭(人

均收入在350元—525元)中

的单亲、残疾或患重病家庭
的大学新生。一次性资助的

标准为本科 3000元、专科

2000元。对低保边缘家庭和
低保家庭中的子女，通过国

家统一考试升入国家认可

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在

校期间家庭生活特别困难

且一年内未获得其它救助

的，每户每年发放救助金
1500元。

目前，市南各街道、社

区按照程序继续接受学生

报名申请，并严格执行资格
审查，让符合条件的学生

“应助尽助”。市南区“爱心

搭建助学桥”自2003年开展
以来，十年已救助困难学生
1507余名，其中大学生218

名、中学生 338名、小学生
951名，发放助学资金共计
130余万元，为850名特长困

难学生免费提供爱心辅导。

此外，市南区有关部门还积

极组织社会单位与贫困家

庭学生开展结对帮扶，对孤

儿、智力残障儿童进行专项

救助并定期回访等。

市南困难大学生

可获救助金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宋珊
珊) 备受关注的青岛四季酒店项

目开始招标，正式启动工程建设。

酒店位于奥帆中心内，是四季酒店

在中国境内的第9家店，投资15亿

元，2013年建成，将进入全球顶级

豪华酒店行列。

2日，记者从青岛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获悉，年初奠基的青岛四季酒店

开始工程招标，正式启动建设工程。

项目位于奥帆中心干船坞区域，地处

城市核心地带，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

和人文环境优势，是继海尔洲际酒店

后，奥帆中心又一超五星酒店。

整个项目计划投资15亿元，按照

超五星级的标准建设。酒店总建筑面

积为55000平方米，包括约225间标准

间和豪华套房，50间精品公寓，高档

餐厅和高科技装备的会议设施，以及

一个全套服务的水疗中心。

据了解，青岛四季酒店是四季

酒店集团在中国境内开设的第9家

酒店。青岛四季酒店项目的确立，

是为了丰富完善奥帆中心赛后利

用功能，创建中国北方休闲旅游度

假示范区的重要举措。酒店开业

后，将以一系列顶级的服务和设施

跻身全球豪华酒店行列，同时也将

促进青岛创建中国北方休闲旅游

度假示范区的顺利开展。

酒店预计2013年建成开业，委
托全球知名的美国SRSS建筑师事

务所进行方案设计，由各类国际专

业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以确保达到

世界级豪华酒店的标准，提升“帆

船之都”的国际形象。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管慧晓 通讯员 于晓丽)

目前，岛城部分区域存在

很多进口食品却无中文标

识、无QS标志的现象，工商
部门近日将进行摸底清查，

不按国家规范经营的业户

将被严查。

据了解，近期市场上销

售的很多进口食品存在“三

无现象”，无中文食品标签，

无国家检验检疫局的进出

口C IQ 标志，分装食品无
QS标志。针对这一现象，出

售进口食品较多的流亭地

区工商部门对辖区内的外
国食品销售企业进行摸底

清查，以韩国进口食品为重

点，以中文标识标注为切入

点，对进口食品销售进行规

范，对销售无中文标识食品

的行为严格按照《食品安全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
处。同时，要求韩国进口食
品经营业户严格建立进货

检查验收制度、购销台账制

度、索证索票制度、质量承

诺制度、协议准入制度、食
品质量自检制度、食品退市
制度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不按照国家规范经营的业
户将被查处。

据工商部门的工作人

员介绍，《食品安全法》对进

口商品有严格规定，进口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

相关产品应当经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后，海
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签发的通关证明放行。进口

的食品应当符合我国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进口的预包

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中

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

当符合《食品安全法》以及

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要求，标明食品的原

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

经营三无进口食品

将被严查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姜萌) 2日，记者走访市内

多家电器商城、超市、服装

店发现，几周前还在热卖的

夏季商品开始“失宠”，渐渐

退出市场。

2日，记者在多家电器

商城、超市、服装店等地观

察到，空调大幅度降价，凉

席下架，2-3折夏装卖不过

原价秋装。上午10点，记者

在台东某家大型电器商城

发现，在入口处最显眼的位

置上，夏季销售异常火爆的

各品牌空调扇已经被吸尘

器所取代，在位于角落的

“手机维修处”的位置，还零

星地摆放着3台空调扇。机

身醒目位置贴着“买空调扇
送150元话费”的字样，不过

工作人员表示，近一周的时
间都无人问津。另一家电器

商城的空调销售区内，一位

常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空

调最多已经直降500元，可

是最近一周只卖出了5台。

台东一路一家大型超

市内的凉席已经被堆放在

了床上用品区域的角落，

一听记者想买凉席，超市
的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

是否还在销售。“我帮你问

问吧，估计是不卖了。”宁

夏路一家超市内，被当成

是“招牌”的牛皮凉席也
“掉了价”，由最初的2400

多元变成“跳楼价”促销的

1600元，销售员告诉记者，

大概这一周就要撤掉了。

不少知名服装店已经在店

面显眼的位置由秋装取代

了夏装。麦凯乐不少服装

专柜的夏装已低至2折或3

折，但并没有购买者抢购

的情况出现，在各大品牌

的试衣间里，试秋装的人

明显比试夏装的人多。店

员杜小姐告诉记者，店里

由一款按原价200多元销

售的新上市秋装很受欢迎，

已卖断了码需要补货。记者

在温莎、达芙妮、鞋柜等知

名品牌鞋店发现，已经不见

了季末“淘货族”的踪影。

夏季商品“低调退市”

两折夏装卖不过原价秋装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王笑)

临近中秋，网购月饼也参与到

“月饼大战”中，各种个性化的定

制月饼成了今年月饼市场上的新

宠，但这些月饼的质量却令人担

忧。记者日前从多位曾订购过个

性月饼的消费者处得知，实际收
到的产品与网上的宣传大相径

庭，月饼馅料口味不佳，外表包装
粗糙，相关人士称，在网购月饼时
要尽量选择专业生产厂家。

家住逍遥路附近的宗小姐最
近从网上订购了一盒刻有“爸妈

中秋快乐”字样的个性月饼，但在

快递公司将月饼送上门时，宗小

姐却发现无论从产品包装还是月

饼式样上，都没有当初在网上看

到的那样光鲜精美。包装盒已经

严重变形，而月饼也已被压得“面

目全非”。宗小姐称，不仅外表如

此，月饼的馅料似乎已放置很久，

又干又硬很不新鲜。但当她与厂

家联系要求退换时，对方却以“暂

时缺货”为借口拒绝退换。同样在

网上为老公订购个性月饼的宋女

士也向记者反映，收到的月饼包

装简陋，且没有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相关信息。

2日，记者在网上搜到多家定

制个性月饼的店铺，除了可以在

月饼上面刻字送祝福外，有的店

家还推出了机器猫、米老鼠等卡

通形象的月饼，颜色鲜艳，造型逼

真。据一家店的店主介绍，他们均

是按照顾客对造型和口味的要求

制作月饼，四盒装的一般价位在

88元左右。当记者问及月饼生产
厂家的问题时，该店家表示，卖出

的月饼均是由自家加工而成，然

而当记者向其索要相关生产许可

证件时，店主却隐身暂不回话。

记者从一位业内人士处获

悉，网上有很多不法商家以光鲜

诱人的图片招徕顾客，在实际加

工中却难保质量，生产过程更是
无人监管，因而食品卫生也难以
保证，多为“三无”产品。为此，市
消协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网购

月饼要尽量选择知名品牌，并且

在购买前一定注意查看生产许可

证号和“QS”标志。

馅料口味差 包装太粗糙

网购月饼质量难如人意

日前，在香港中路

一家大型商场，一进门

处的3D电视赚足了市
民眼球。记者采访发

现，3 D电视近期悄悄

降低了身价，一些商场
3 D 电 视 能 优 惠 3 0 0

元— 500元。有关专家

指出，面板作为液晶电

视70%价格的承载者，

其价格将在两年内出

现大幅下降，同时其也

充当着3D电视品质决

定者的角色。

本报记者 孟艳 摄

3D电视

降身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