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下雨，地下室就灌水；邻居在家聊天，也能听清

幼儿园变公寓，烦心事不少
本报3月8日讯 幼儿园如

果变成公寓，会是什么样？开发
区丹阳小区130号楼原本规划
的就是幼儿园，后来被改成了
公寓。但建筑最初并非按住宅
盖的，房子的隔音就很差，而且
一到雨天地下室就积水，整栋
住宅楼的电也没有经过验收。

王女士是丹阳小区130号
楼2楼的业主，因该楼户型面积
大都在20多到40多平方米，考
虑到手里的钱不多，王女士就
买了这里的房子。“住进来才发
现，这里的墙是薄薄的一层水
泥板，邻居的电视声、说话声都
听得一清二楚。”

8日，记者来到小区130号

楼。与小区其他多层住宅楼不
同，这栋楼只有4层，每层有24

户居民。在楼道里，业主家中的
聊天声和电视声都能听清楚。

跟王女士一样，业主刘先
生对房子的隔音也很头疼。不
仅如此，每到下大雨的时候，
130号楼地下室还灌满了水，十
几天都干不了。

刘先生说，因为该栋楼本
身并非是按照住宅建设的，防
水没做到位，才会变成这样。不
仅如此，当初130号楼作为幼儿
园只有一个总电表，改公寓后
一直没经过电业局验收。

记者了解到，丹阳小区是
上世纪90年代建设的老小区。

130号楼也办了几年幼儿园，但
后来因为老招不起生来，幼儿
园就对外出售了。业主们都有
正常的土地证和房产证，房产
证上设计用途改成了公寓。大
多业主在找到新房子后，都将
这里的房子转租或转卖了出
去。

对于住宅的种种问题，小
区物业的王经理也很无奈。王
经理说，的确有很多业主反映
过这些问题，物业也都如数报
给了开发商。此前开发商也尽
力去抽过水，但这栋楼的保修
期在去年年底就结束了，像隔
音这类问题没法解决，物业只
能尽力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

最美警花王玲 (左 )

和姚微(右)来领取奖品。
随着 5位“最美警花”的
出炉，本报主办的“美神
杯”最美警花评选活动
圆满结束。“三八节”这
天，本报工作人员与冠
名商美神医疗美容医院
向最美警花及候选人表
达了节日的祝福，送出
了 价 值 8 0 0 0 元 和 价 值
3000元的美肤卡。

8日上午，本报举办
了小型颁奖仪式，现场
十分热闹。看到很多学
生家长发来的支持短
信，姚微觉得平时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没想到
会有这么多人支持我，那
我得更努力地照顾好孩
子们，才能回报大家。”

王玲希望能跟队里
的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份
喜悦和荣誉。“其实我们

队里的每一位女民警都
很美！”

现场，本报工作人
员和冠名商美神医疗美
容医院为最美警花颁发
了丰厚奖品：5位最美警

花获得价值8000元的激
光美肤套餐卡；候选人
每位将获得价值3000元
的激光美肤套餐卡。

本报记者 曲彦霖
摄影报道

班车停运，回里居民难进城
记者体验：从回里来趟市区，来回要花近3小时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实习生 李新

领奖啦

莱山所有社区农贸市场都要“考试”

评上甲级第一名

能拿30万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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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班车
停运了，过往
的客车也不肯
拉客，如今回
里许多居民面
临着出行的难
题。“要想去市
里，得先打出
租 再 转 公
交……”7日，
记者从市运管
处了解到，近
期有望在福山
区开通一条途
经回里的区内
公交线路。让
回里居民愁了
近三个月的难
题，终于有了
解决的希望。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苗华茂) 8日，记者从莱山
区有关部门了解到，莱山区
将对辖区所有社区农贸市
场进行量化考核制度，将分
甲、乙、丙三个等级；对年度
考核为甲级的农贸市场，根
据得分，第一名将获得最高
30万元的奖励，第二、三名
也有20万元和10万元的奖
励。

从今年年初开始，莱山
开始施行农贸市场管理考
核工作。具体由莱山区政府
委托区商务局牵头组织实
施，并成立由区商务局、财
政局、卫生局、工商分局、食
品药品监管分局、各街道园
区等单位组成的农贸市场
管理考核领导小组，将在以
后的每年6月份和12月份进
行一次综合评分。

据介绍，综合评分中将
包括考核组通过实地察看

情况，经营户座谈会反馈情
况，以及消费者和经营户问
卷调查等情况，将市场经营
管理情况考核分为甲、乙、
丙三个等级，90分(含)以上
为甲级农贸市场，80分(含)

以上为乙级农贸市场，80分
以下为丙级农贸市场。农贸
市场考核分甲、乙、丙三个
等级，对年度考核为甲级的
农贸市场，根据得分情况，
分别给予前三名30万元、20

万元和10万元的奖励。
据了解，莱山区现有农

贸市场、集贸市场共12处。
莱山将争取在3到5年内，改
造提升海滨农贸市场、前七
夼农贸市场、迟家农贸市
场、石沟屯农贸市场、黄海
城市花园农贸市场、清泉寨
农贸市场、烟大农贸市场、
初家农贸市场和院格庄农
贸市场等9家市场，规划新
建德尚世家农贸市场。

刚买了五袋煤

就被人扛走了
让大伙儿奇怪的是，别家的煤却一点没少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王敏 ) 前一天刚买了5袋
煤，第二天就不见了，而楼
栋内其他住户的木柴和煤
都没少。近日，家住胜利路5

号的郭先生遇上了这么一
件奇怪事儿。

郭先生和楼内的另外
两户居民家中没有开通暖
气，冬天一直烧煤。大约一
个星期前，郭先生见家中的
煤快用完了，就又买了5袋。

“卖煤的是熟人，往年
都买他的，还给扛了上来。”
8日，在胜利路5号楼内，谈
到丢煤的事，四邻七嘴八舌
说了起来。“结果第二天早
上起来一看，五袋煤都不见
了，晚上谁也没听见什么异
常的动静。”

记者看到，居民楼的门

口正对着建昌街，而门口并
没有防盗门等防护措施，任
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楼道
内和楼梯拐角处堆放着木
柴和煤等杂物。

郭先生家住4楼，他说
被盗的煤当时就放在楼道
内。而在3楼与4楼的拐角
处，一户居民放了12袋煤和
多袋木柴却一点儿没少。楼
内的居民都感到很奇怪，当
然也有不少猜测。“一定是
熟悉楼道情况的人干的！”

“这个人知道他家刚买了
煤，不知道三楼除了木头还
有煤。”

“怎么会那么巧，第二
天就全被偷走了，还只偷我
家的？”郭先生怎么也想不
通。事后，大家报了警。目
前，警方正在调查之中。

昔日的幼儿园，如今的公寓。

郭先生说，煤就是放在这里被偷的。 王敏 摄

99路路车车终终点点站站外外不不少少人人在在等等车车去去回回里里。。 曲曲彦彦霖霖 摄摄

反映>>
想去市里
全靠坐面包

杨女士住在福山区回
里镇，在市区上班，以前她
每天早上都会坐从回里到
青年路汽车站的线路班车
上班。“以前有将近10辆车，
早上上班的点儿差不多15

分钟就有一辆，挺方便的。”
去年9月底，她听说有8辆车
都到期停运了。

可年后的一天，她等了
半天也没见有车来，后来得
知，回里到青年路汽车站的
客运车都停运了。

上班咋办？此后她只能
每天从回里打面包车到东
陌堂，然后转9路车到市里。

“回里比较偏，打出租车比
较难，过路的车也不停，只
能坐面包车。”

多方打听，记者联系到
一辆已停运的线路班车司
机。他说，去年3月份出了个
新规，“线路班车禁止在城
区 内 的 车 站 以 外 上 下 旅
客”，客源大量减少，赚钱少

了，加上车到期了，所以就
没有续签。

体验>>
一个来回
花了近3小时

上午10点半左右，记者
从市区出发乘坐9路车去终
点站东陌堂。下车后，记者看
到约20个人等在车站外的马
路边上。路边停着一辆面包
车，里面已经坐了6个人，司机
站在车外“招揽客人”。

记者运气很好，几分钟
过后，面包车坐满了，司机拉
着满当当的13个人，开始往
回里走。

差不多15分钟，记者到
了回里镇。在路边，记者看到
停着六七辆面包车在等客.

约12点20分，记者在回
里镇路边恰巧遇到了往东
陌堂返的面包车，一路等
车、倒车，约下午1点半记者
回到了青年路汽车站。

部门>>
近期打算开通一条
经过回里的区内线路

下午记者来到青年路
汽车站，看到1号检票口贴
着“回里”，打听售票室1窗
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
在没有直接到回里的车，检
票口的信息还没来得及修
改。

日前记者电话联系到
烟台市交通运输管理处客
运一科，工作人员称原有10

辆从回里到青年路汽车站
的线路班车，其中8辆经营
到期，另外两辆经营不下
去，自动停运了。

7日下午，记者来到客
运三科，工作人员答复，9

路车由于里程较长，暂不
宜延伸到回里。为了方便
回里地区居民出行，福山
区打算近期开通一条途经
回里的区内线路，这条线
路途经西陌堂，市民步行
7 0 0米左右到东陌堂便可
换乘 9路车到市里。同时，
市运管处一直在积极协调
推进回里通公交的问题，
待 场 站 及 运 行 方 案 确 定
后，将及时开通回里至芝
罘区的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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