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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铲车运煤晚上大车卸煤

锅炉房昼夜轰响烟尘弥漫
本报 11 月 7 日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闫西龙) 5 日，

锦华小区的王先生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反映，锦华三区、四
区、六区的中间，有一锅炉房
昼夜轰响，附近的居民被吵

得难以入睡。锅炉烧起来以

后，烟尘飘得到处都是，住户

都不敢开窗户。

5 日上午，记者来到锦华

小区三区。小区北面的一排

楼房和锅炉房相距 100 米左

右。87 号楼的吴女士告诉记

者，白天铲车运煤，晚上大车

卸煤，还能听到大榔头敲击

一样的声音，把窗户都震得

嗡嗡响，人被吵醒以后就再

也睡不着了。吴女士说：“隔

壁那个单元的老人因为睡不
着觉都神经衰弱住院了。最

受其害的是上学的孩子，白

天上一天课，晚上还休息不
好。五楼的两户人家为此在

窗户外面又安装了一层玻
璃。锅炉烧起来以后，不仅有

噪音，还有烟尘污染，汽车放
在楼下，一夜就落一层灰，我

们不得不紧闭家里的门窗。”

同住 87 号楼的权先生怀疑，

锅炉房的烟囱里可能没装除

尘设备。他告诉记者，附近的

居民多次找物业和锅炉房，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去年附
近几栋楼的居民曾联合起

来，不让运煤的车进锅炉房
的煤场，但问题仍未解决。

锦华锅炉房一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该锅炉房于 2005

年投入使用，附近的小区是
2007 年建成的。由于小区建

设时没有考虑到锅炉房在

此，多次接到居民投诉，他
们向有关部门提出加建隔
音墙的方案，但没有回音。

对于烟囱问题，该负责人解

释，烟囱冒黑烟是煤没有充

分燃烧和烟囱除尘设备老

化造成的，但排出的烟尘符
合环保要求。现在一方面在

对烟囱除尘设备进行改造；

另一方面在卸煤时提高了

对煤取样化验的要求，达不
到要求的煤坚决不让进锅

炉房的仓库。

本报 11 月 7 日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闫西龙) 本报 11

月 4 日 C04 版报道了海信盈

城 3 个排水排污管没有接入

市政管网的消息。7 日，东营

海信房地产公司给记者回复：

“对于海信盈城雨污无处排的

问题，我们一直在协调。”

东营海信房地产办公室
的王主任告诉记者，2006 年海
信盈城动工建设之前已交齐

了配套设施费用，小区建成以

后，配套设施没有建成，规划

中的鱼台路和千佛山路一直

没有动工，小区的北门和西门

也没有办法建设，现在开放的

西门是小区临时的出入通道。

“从 2007 年至今，小区的

雨污排放是个大问题，尤其是
去年雨季时，雨水无法排出，

造成小区倒灌，业主的地下室
进水，只这一项，我们就赔付

业主 200 多万元。”王主任无
奈地说，去年雨水影响小区的

正常进出，开发商联系环卫车

来拉水，把小区内的雨水用环

卫车往外运。现在小区南边的

排污口连接了市政管网解决

了一部分小区的排污问题，其

他的排污还要依靠小区自建

的两个化粪池。海信地产曾给

住建委、市政局打过多次报
告，小区的业主也多次上访，

一直没有结果。

去年市政府拨付 300 万

资金进行海信盈城附近的雨

污管道改造建设。但管网改造

的工程并不顺利，工程进行到

小区旁边的美亿家建材市场

附近时，工程队又开始广利河
应急排污工程，小区管网改造

的工程临时停了下来。王主任

说：“真希望快些施工，尽早解

决小区的排水排污问题。”

利群集团是一家有着 70

多年历史，跨地区、多业态、

综合性的股份制商业企业集

团。经营范围涉及商业连锁、

商业物流、酒店连锁、批发物
流、进出口贸易、房地产等领

域。2009 年利群集团销售超

过 151 亿，在最新公布的 2010

中国企业 5 0 0 强中位列第
379 位。东营利群国际影城是
利群集团投资的第一家五星

级影院，座落于东营市济南

路与西四路交汇处利群集团

东营瑞泰购物广场五楼。东

营利群国际影城营业面积达
3000 多平方米，设七个大型

的专业数字电影厅，可同时
容纳 1000 名观众。七个电影

厅风格迥异、各具特色，全部
按照最新的五星级电影院标
准建设，除了全部采用豪华

舒适座椅、超宽排距外，配备
了最新进口的 2K 数字放映

机及先进的音响设备，并配

有多套进口的 3D 设备。同

时，这里也可以承接讲座、会

议、团体电影放映和小型演

出、产品推介等各类活动。

据影城负责人介绍：利

群国际影城在国内首家推出

了影城会员和商场会员的一
体化运作体系，一卡在手就

能同时享受到影城和商场的

双重会员优惠和服务。在山

东地区首家推出了影城售票

和卖品相融合的一体化运作
体系，一次排队可以同时满

足购票和购买食品的需要；

另外在东营地区设置了首家

影院 VIP 贵宾休息室，为
VIP 会员提供别具一格的休

息环境和优质的服务，电影

开场前 VIP 会员可在这里休

息休闲，让乏味的等待变成

一种享受。时尚典雅、现代前

卫的东营利群国际影城，为
东营市民提供了又一个体验

电影之旅的好去处。

“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这句话在商家选址经营过程

中被奉为金科玉律。

无疑，地段在选址经营

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环。但

事实呢？地段在选址经营过

程中到底给经营的成败起到

多大作用呢？

有商家认为地段是经营

过程中的唯一定律，于是不
惜支付高额租金，同时还要

面临商圈激烈的市场竞争，

而往中心商圈拼命挤。最后
落得经营看似红红火火，最
后的经营核算收益甚微，这

种结果就是迷信中心商圈缺

少全盘统筹考虑的结果。

早在世纪初，国内一线
城市的商业经营活动已经走
出了迷信中心商圈的误区，

一大批商业经营者选择在新

开发的，整体布局与筹建带

有现代化特征的商业综合
体，虽然暂处于起步阶段，但

前途无量。早些将店铺挤进

这一地区，未来发展自是可

期。

其一，可以最大程度节

省店铺租金，把有限的资金

用到商业经营过程中去，俗

话说：钱要花到刀刃上。

其二，避免在中心商圈

的激烈竞争，更好的树立企

业积极向好的市场形象，有

利于事业长远发展。

东营万象城商业广场，

位于东营市东西城之间的东

营区新区。南邻黄河路、北靠

青岛路、依天目山路 1 . 8 公里

范围内排布，交通动线便利。

项目总建筑面积 85000 平米，

分大型超市、餐饮、休闲、娱

乐、酒店、特色商业、大型专
业市场、小商品、大型农贸市

场等多中业态集群化经营。

万象城商业广场以超低

租金问世，将颠覆东营市店

铺租金格局，且所有物业为
发展商永久持有，全面解除
商户对物业产权可能影响到

长久经营的担心。

更值得注意的是万象城
商业广场主题定位为：“文化

主题商业广场”项目内建设

“动漫游乐园”“电影文化广

场”“戏曲文化广场”开业后
的“万象城商业广场”各类演

出、游乐等活动每日不断，为
商家提供充足的人流保障。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东

营市一个新的连接东西城的

核心商圈即将展现在东营市
民眼前。东营全新财富掘金

矿现正火爆招商中，我们热

诚希望远见的您来项目实地

考察，投资创业！

东营利群国际影城

万象无疆——— 浅谈商业经营如何选址

广饶严打涉牌涉证违章占道违法行为

广饶交警大队加大对辖
区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巡

逻管控力度，采取定点与流

动相结合、定时与错时相结

合、晨查午查与夜查相结合
的有效方式，切实提高路面

见警率和管控率，对过往车
辆进行逐一认真排查治理，

严查无牌上路、无证驾驶、假

牌假证、挪套号牌、故意遮挡

污损号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 （刘金亮）

倍受关注的马自达经典

MPV 车型--Mazda8 的上市
已进入倒计时，这款在日本

本土率先开创 MPV 概念的

代表车型，将于 12 月初以国

产车的形式正式在国内上

市，并在一汽马自达全国
160 余家 4S 店内销售，为国
内中高级 MPV 消费者提供
创领潮流的全新选择和全方
位的驾乘尊崇体验。

即 将 上 市 的 国 产
Mazda8 是马自达MPV 的第

三代车型，以 A d v a n c e d

Stylish People Mover 为核

心设计理念，通过造型、空

间、驾乘及安全的全面革新

实现了MPV 的再进化。

Mazda8 拥有大气时尚

的整体设计、尊崇豪华的商

务性能和顶级周到的安全保

护，彰显了中高级 MPV 的

质感与实力，为消费者打造

了一款全纬度 MPV。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Mazda8 还特

有同级别 MPV 独一无二的

“无敌第二排”：长达 400mm

的腿部空间、前后左右自由

滑动的座椅、舒适人性的多

角度扶手、1210mm 的车内

高敞空间和高端科技配置，

为 VIP 乘员打造了“超越头

等舱”的奢华乘坐空间。强大

的产品力使得一汽马自达对
Mazda8 在中高级MPV 市场
上的竞争力信心十足。

业界专家表示，代表中

高级 MPV 未来发展趋势并
且汇聚了马自达最新科技与

设计理念的Mazda8，为消费
者提供了新鲜且领先的选

择，有望改变中高级 MPV

市场 GL8 和奥德赛构成的

双寡头格局，将中高级MPV

市场带入“三国时代”。

国产 Mazda8 上市倒计时

追踪报道>>

小区排污问题正在协调

马路牙子 翻车

7 日下午 1 时许，西城北二路中国石油大学西 500 多米处，一轿车撞到路沿石上，翻了个“底朝天”。车的前

挡风玻璃已成碎片，驾驶座被压得变了形。目击者称，车上的三个人伤势并不严重。由于油箱漏油，随后赶来的
消防队员对汽车进行了紧急处置。 本报见习记者 嵇磊 王德军 摄影报道

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