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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遭遇引起当地政府关注

黄永凤收到民政大病救助款

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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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7 日热线消息(记

者 庄文石)经过本报连续报道，

青州市患尿毒症的女孩黄永凤引

起社会极大关注。 7 日，记者了

解到，女孩的不幸遭遇引起当地

政府部门的关注，青州市委宣传

部专门登门送来了捐款，青州民

政局也送来了大病救助款。

据黄永凤的父亲黄会业介

绍， 4 日上午，青州市委宣传部
的工作人员登门看望了黄永凤，

还送来了 4000 元慰问金。另外，

一起到来的还有青州市民政局的

工作人员，他们带来了专项划拨
的 3000 元钱，这是专门为重病患

者下发的大病救助基金。

黄会业告诉记者，自从女儿的

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这几天经常

会收到捐款，这里面有女儿之前的

同学，有市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

还有不肯透露姓名的好心人。他说

目前女儿之所以还能按时去医院做

透析治疗，靠的就是来自社会各界

的捐款，来自社会的关爱已经成为

她活下去的巨大精神支柱。

7 日下午，青州市委宣传部
的刘振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这个女孩的不幸遭遇，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领导对此也

很关心，专门到家里看望她，接

下来他们还会继续关注事情的进

展。

青州市民政局的负责人说，

目前有不少白血病、尿毒病的病
人申请救助，但是对于黄永凤这

个名字他印象最深，因为孩子年

轻而且是研究生。为此，他们专
门提出申请，原本需要不少时限
的救助款很快就批下来了，这也

体现了政府的一种人文关怀。

共青团青州市委书记朱英坤

告诉记者，他们这些天一直在联

系各类慈善团体，也把情况向上

级做了汇报，期间一有进展就会

及时联系黄永凤。

道路施工成

迟交房“不可抗力”？

消协认为理由不成立

本报 11 月 7 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松刚)去年年底就应交付的房子，

却整整延期了 1 0 个多月。 9 月份

起，高新区一小区 8 名业主要求开发

商支付延期交房违约金，对方称因

“周围道路施工”等不可抗力才造成

延期，拒付违约金。 7 日，记者从高

新区消协了解到，开发商所说的“不

可抗力”的理由不能成立。

2009 年 4 月，高新区的王新在北

海路上一家楼盘购买了一套房子，并

签订了合同。按照合同规定，开发商

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将验收合格的商

品房交付给业主。如果逾期交房，开

发商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付房款万分

之一的违约金。

然而，到了 2009 年 12 月 31 日那

天，与其他 7 名业主的遭遇一样，王

新并没有接到交房通知。

此后的时间内，王新等 8 人先后

多次与房地产开发商进行交涉，要求

开发商尽快交房，并按照合同的规定

向他们支付违约金，每人 1 万元左

右。可开发商却称，因为周围的道路

在施工，给建筑车辆进出造成不便，

属于意料之外的不可抗力。按照合同

的规定，在不可抗力下，他们不需要

向业主支付违约金。

然而这样的解释让王新等人产生

了质疑：道路施工，能不能算作不可

抗力？因为按《民法通则》中的解

释，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

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主要包括

自然灾害、政府行为和社会异常行为

(如罢工、骚乱等)，道路施工并未列

入其中。

9 月份，在开发商迟迟不给答复

的情况下，王新等 8 人只好向高新区

消费者协会投诉，请求帮助。接到投

诉后，高新区消协工作人员查阅双方

签订的合同和相关的收款单据，认为

王新等 8 人反映的情况属实，开发商

所说的“不可抗力”的理由不能成

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违反了合同法

相关法律条款，就应当按约定支付延

期交房违约金。”最终，开发商同意

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延期交房的全额违

约金，共计 84000 元。

想安心经营，装修不停；想立刻搬走，补偿没有

科技城 45 户业主有店难开

入住一年多 商场装修一直没停
7 日，在新华路百纳科技城，

记者看到，“潍坊科技城内部装修
中”的条幅挂在入口处。科技城内

部负一层靠近扶手电梯的几个摊

位上面挂着防护网，旁边的一个

直通四楼的观光电梯正在安装
中，不时地听到里面电焊传来的

“嗤嗤”声。

商户朱永辉介绍，2009 年 9

月 30 号，他和其他 44 位业主搬进

了当时叫“亿时代数码港”的科技

城负一层，从事数码耗材销售。

“当时搬进来的时候地板都没铺

好。”朱永辉说，当时商场所在的

五洲时代城尚在建设中，亿时代

数码港原本定在 2009 年 5 月 1 日

开业，后来由于受到五洲时代城

工期进展缓慢停滞的影响，拖到

10 月 1 日才仓促“开业”。 但是
开业时五洲时代城主体大楼尚未

完工，商场内外设施未达到开业

要求。一直到现在，装修还在进

行，有的就在商户的头顶上，存有

灰尘、噪音和安全问题，严重影响

到负一层的正常营业。

为此，百纳科技城的负责人

刘宏表示，之前的装修是因为开

发商工期进展缓慢导致的，现在

的装修是百纳开展的，因为一二

三楼要更改业态，但是这次装修
是从今年十月底开始的。业主反

映的中间一段时间商城里进行的

装修大多是原来一二楼的商户对

自己摊位的装修，“装修的时候各

自都扯上了帆布挡着，怎么会影

响到负一层的营业呢？”

数码城改卖家电 业主挺担忧
最让商户们不理解的是现

在的一二三楼要改为家电卖场。

现在科技城的一二三楼正在清

理当中，商户从百纳那边了解到

一二三楼要改为家电卖场。百纳

负责人刘宏也对此进行了证实，

称具体环节还在洽谈中。

朱永辉介绍，亿时代数码港

于 2008 年开始招商，招商部的宣
传是打造大型的 IT 电脑数码卖

场。规划负一层经营小数码，兼

容机装机、手机。一层是品牌电

脑，数码产品形象店。二层是办

公耗材类。三层是软件、图书等。

他们这些商户当时搬到这边做
生意是因为看重了“数码城”这

个“招牌”。现在一二三层改成了

家电卖场，削弱了“数码城”对外

的吸引力。“这么一来，肯定会影

响我们的买卖。”

为此，刘宏表示，当时在合同

里规定的明明白白，商户要服从

科技城所做出的大方向上的调

整。之所以变更为家电卖场是他

们为了整个商场而在业态上做出

的调整，“其实也不想更改业态”，

刘宏说，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压力，

他们不得不调整经营方向。

想要继续经营 得再交 1000 元押金
朱永辉介绍，2010 年 3 月份，

百纳科技城接管了亿时代数码港

商场。不久后百纳科技城管理者

通知各业主需要重新跟新科技城

签订新合同，跟亿时代的合同已
经作废。新合同的起租日期为
2010 年 5 月 1 日，租金不变，跟原

亿时代的一样。百纳科技城给出

的政策是：原跟亿时代签订了一
年合同的商户从 2010 年 5 月 1 日

起租，优惠政策是赠送半年租期，

但是需要再给百纳科技城交纳
1000 元押金。原跟亿时代签订了

半年合同的商户需要补齐一年租
金和 1000 元押金，同样享受免半

年租期的优惠政策。

“他们是一家。”同是科技城

商户的赵璇说，他们从潍坊市工

商局调出了百纳科技城和亿时

代数码港的档案信息，发现除了

名称和法人代表更换之外，其它

的都没有更换，注册号都是一样
的，现在的百纳股东里还有原来

亿时代的股东。

为此百纳科技城的负责人

刘宏说，百纳和亿时代之间仅仅

是股份转让的关系。两者不是一

家。之所以追加押金是因为当初

商户跟亿时代所签的合同并不
一致，有的半年，有的一年，而且

有些商户在营业过程中擅自改

变摊位位置和摊位面积，使得他

们不得不要靠押金来约束商户。

记者为此咨询了三维法律

事务所张新柱律师，张律师表

示，如果是股份转让而不是兼

并或将原来的企业注销，注册
号是不会改变的，从注册号来

看，不能说明两家公司是一

家。

本报记者 张浩 庄文石

“求是和信杯”

有奖线索大赛获奖名单

10 月 21 日《弥留之际要求姐姐帮

他捐献遗体》 报料人 孙女士

10 月 28 日《女孩患重症生母拒施

救》 报料人 刘树森

以上作品各获奖金 300 元。欢迎

读者朋友继续为本报提供新闻线索。

7 日上午，在潍坊百纳科技城经营的 45 户负一层业主向科技城讨要
说法。

业主反映，入住一年多，商场的装修从没停过，今年 10 月，又开始了
新一轮装修，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经营。而新“房东”又向他们追加
1000 元押金。对此，百纳科技城的负责人表示，他们是完全按照合同来办
的。

本院是省内最早开展此
项技术的正规医院，山东省
首家中医男科医院，被评为
健康中国诚信医院。

根治早泄、手淫
采用速效阳痿、早泄

治疗器配合美国捏挤法及
纯中药内服外用，短期内
可根治早泄、手淫，告别
阳痿。

生殖器短小治疗
一些医院的微创手术

是采用 V 型切 Y 型缝法，

只是软时间长一点，勃起
不增长，也不能增粗。并
且还要打针、吃药防感
染，费用很多。手术还有
可能造成血管、神经损
伤，影响以后性功能。

我们采用内服纯中药
补肾、活血、养精蓄气促
进男性荷尔蒙分泌，将生
殖器内部彻底充实。外用

全省独家引进的阴茎增大
器，配合独特的美国增大
教程练习手法，三管齐
下，使生殖器增长、增

粗，非手术无风险，随治
随走，可签协议。

特别声明：阳痿、阴

茎短小当场见效；早泄彻
底根治。

地址：济微路七贤

庄。长途汽车总站乘 K302

路，火车站乘 21 路，市内

乘 86 、 21 、 22 到七贤庄

下车前行 80 米路西即是。

电话：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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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检查费、治疗费半价。

医保定点单位

节假日不休息

0536-2958633

潍坊尊一医院采用中

医中药“绿色平衡三联疗

法”治疗各种顽固性鼻炎、

咽炎。1,病灶部位直接给

药，活血化瘀，通关开窍；2,

外用纯中药喷剂，修复病变

黏膜，提高鼻、咽腔免疫功

能；3,口服纯中药系列制

剂，补益肺气，消肿排脓，该

疗法见效快，治根治本，不

产生依赖性。从而解决鼻

炎、咽炎久治不愈的难题。

专治：过敏性鼻炎、

慢性鼻炎、鼻窦炎、鼻甲
肥大，慢性咽炎引起的咽
干、咽痒、咽痛、异物感
等。

提示：无论病史长
短，当天见效，不用激
光、手术、等离子和一切
带有创伤性治疗。

地址：北海路与玉清东街交

叉口向东 100 米(火车站乘

20、23路到歌尔声学站下车

往西 150米潍坊尊一医院)

解 决 反 复 发 作
久 治 不 愈 的 痛 苦

济南中医男科医院

中医中药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