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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见上海网友，女孩离家出走
铁警千里“定位”助即墨男子找回女儿

2 0 1 3年 ,黄岛区继续落实
“和谐幸福家庭工程”建设 ,立
足家庭服务 ,将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融入社会管理大格局，推
动全区人口计生工作“巩固转
型发展年”上水平。

“和谐幸福家庭工程”是以
家庭计划指导服务为载体 ,以
生命生殖周期为主要内容 ,以

“政府推动、部门协作、社会参
与、家庭响应”为途径 ,体现公
益性 ,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满足
群众基本需求的人口和计划生
育公共服务体系。目前 ,全区19

处镇、街道办事处、经济区 ,1016

个行政村 (居 )中 3 0 % 的镇、村
(居 )已建立了“一街一品”、“一
村一品”家庭计划指导服务模
式。珠海街道办事处的李家石
桥社区、隐珠街道办事处的隐
珠山社区、琅琊镇的丁石洼社
区、泊里镇的麦墩社区、大村镇
的西南庄社区、张家楼镇的大
泥沟头社区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 ,实现了全市人口和计划生
育全人口、全过程和全方位的
服务管理。每走进一处“和谐幸
福家庭工程”社区 ,都能让人感
受到家的温馨。在这里不仅可
以得到完善的个人人口计生信

息管理服务、新型的人口和计
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的落实 ,

免费的生殖健康查体服务和流
动人口均等化服务等计生优质
服务。在这里更针对不同层次
人群的不同需求 ,提供个性化
的优质服务 :设立悄悄话室、心
理咨询室 ,进行青春健康教育、
生殖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设
立宣教室,开展优生优育的宣传、
咨询和指导,婴幼儿智力开发,提
高老年人隔代抚养、科学育儿的
能力；设立少女意外妊娠救助站,

广泛宣传生殖健康知识，为未婚
先孕少女施行终止妊娠术，维护

少女身心健康。2013年,全区70%

的村 (居 )将建立“幸福家庭工
程”指导服务中心，更加提高
家庭发展能力。在此基础上，
全区计生系统将开展宣传教育
培训、城区和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违法生育处理、社会抚养
费征收、出生人口性别比专项
治理、群众自治、长效节育措
施落实、技术服务能力建设、
信息化建设、人财物保障等10

个系列专题活动，为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
口和家庭环境。

(周显云 安玉香)

黄岛区：打造和谐幸福家庭工程 推进“巩固转型发展年”建设

7月11日至14日，中国地区
规模最大的消费电子专业国际
性博览会——— 第12届中国国际
消费电子博览会(SINOCES)在青
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唯一的消
费电子专业国际性博览会，由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

学技术部和山东省政府主办，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
国电子学会和青岛市人民政府
共同承办。经过十三年的专业
化运作，SINOCES依托中国稳
定的经济环境、利好的产业政策
及庞大的内需腹地，已成为推动
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第12届中国国际消费电子

博览会将围绕“‘慧’聚云端”的
主题，齐聚423家全球消费电子
企业、近500家全球零售巨头及
机构、数百余政企高层及业内专
家，共同探讨产业发展趋势，把
握 智 能 时 代 的 市 场 新 机 遇 。

“‘慧’聚云端”，这既是对未来生
活蓝图的前瞻描述，也是对目前
处于关键期的全球消费电子产

业发展转型的方向指引。
国网青岛供电公司围绕本

次重要的保电任务，事前制定
了保电预案、模拟操作及反事
故演练等，为展览的安全可靠
供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展览
期间，国网青岛供电公司安排
专人值守，圆满完成了此次保
电任务。 (郑立平)

国网青岛供电公司：圆满完成第12届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保电任务

近日，为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巩固转型
发展年的工作，扎实推行和谐幸福家庭促进
计划工作模式，进一步落实关爱服务加盟点
活动的实施，湘潭路街道计生办主动联系了
辖区内多家店铺，对有意加入关爱活动的理
发店、洗衣店、甜品店、美容店等店铺进行了
实地考察并同店铺负责人积极协商给流动
人口提供免费或优惠打折服务，力争能为流
动人口提供比正常情况更优惠的服务。

湘潭路街道计生

办积极落实关爱加盟点

胶州供电
提升夏季用电服务水平

近日，国网山东胶州市供电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深入走访大客户和重要用户，详细了
解客户夏季用电状况，主动征求服务意见或
建议，促进供电服务质量不断提升。(马丽)

平度供电
四项举措调控电网迎峰度夏

7月15日，国网山东平度市供电公司力推
四项举措科学调控电网积极应对夏季高温
用电，确保电网安全运行。(苗风霞 付志远)

莱西供电
深入排查农网安全隐患

为确保夏季用电高峰电力有序可靠供
应，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司加强对农村电
网线路通道排查治理，对河道、堤坝附近的
水泥杆、拉线等配网设备进行特巡，确保农
网安全稳定运行。 (赵秀海)

平度供电为安全工器具体检
自6月25日-7月11日，国网山东平度市供

电公司对全市变电站、供电所及市直各厂矿
企业的安全工器具进行集中试验。

(苗风霞 李纲 徐见见)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组织各
个街道、社区居委会开展了人
口计生政策法规集中宣传活
动，重点宣传了《山东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以及综合治
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关爱女孩
等内容。现场设置了服务咨询
台，对计生方面有疑问的社区居

民，计生工作者现场解答了居
民，同时发放《综合治理出生人
口性别比宣传册》等计生宣传材
料；询问婚育政策的居民，不仅

解答疑问，同时送去优生优育知
识，宣传晚婚晚育的好处，为新
婚夫妇赠送计生宣传品，取得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

李沧区计生局开展人口计生政策法规宣传服务活动

本报7月17日讯(通讯员 刘洋
姜辉 记者 赵波) 即墨女孩

小李不辞而别去外地约见网友，
其父李某及亲属寻找多日无果，
抱一线希望到青岛铁路公安处蓝
村火车站派出所求助。铁路民警
们帮忙查明小李行踪，李某及时
飞到上海，在火车站找回女儿。

7月9日8时许，家住即墨南泉

镇的李某急匆匆赶到青岛铁路公
安处蓝村站派出所求助，称女儿
离家出走已经四天了，他发动亲
属四处寻找，也在当地派出所报
了案，但始终没有结果，想请铁
路派出所帮助查找。据李某介
绍，女儿小李虽然已经21岁了，
但心智与年龄不符，很不成熟，
所以父母一直将其看管在身边。

最近小李迷上了网聊，家人劝过
几次，但小李根本听不进去，反
而愈加逆反。李某估计，女儿此
次偷偷出走，极有可能去外地见
网友了，但鉴于女儿太单纯，家
人都担心她出意外。

蓝村站派出所所长江伟浚立
即组织民警展开调查。据查，小
李购买了当天中午从南京南站到

上海虹桥站的高铁车票。江所长
立即联系到值乘该次高铁列车的
上海铁路警方介绍了情况。上海
铁路警方提供了小李所乘车次到
达虹桥站的时间及停靠站台，并
安排乘警协助查找。

江所长还根据列车达到时
间，建议李某赶紧坐飞机到上海
去火车站堵住女儿。李某最终及

时赶到上海虹桥火车站，在站台
上等到了女儿所乘的高铁，见到
了由乘警陪同走出车门的女儿。
原来，乘警在车上找到了小李，
劝解她打消了去见网友的念头。
见到女儿，老李喜极而泣，陪着
女儿在上海玩了几天这才回家。

16日，李某特意赶到派出所
送来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17日，在中山公园
孙文莲池，一些游客在
观赏荷花、拍照留念。
当日，中山公园各池塘
里已经有部分荷花开
放。一位拍摄荷花的影
友说，据往年经验，荷
花初开后的一个月期间
将是观赏的最好时机。
本报见习记者 杨广帅

摄影报道

荷花初开
市民砍价买菜

男子顺手偷包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周衍

鹏 通讯员 张梦芸 孙萍)

趁市民挑菜之际，男子偷走放
在车上的手袋、挎包，然后迅
速离开。日前，平度市检察院
批捕了一起专在菜市场实施盗
窃的案件，犯罪嫌疑人刘某到
案后一直拒不承认盗窃事实。

去年11月25日，刘某一大
早来到一处集市上寻找盗窃目
标。上午10点左右，集市上人
头攒动，一个推着自行车买菜
的中年妇女进入刘某的视线。
他一路尾随，见该妇女在一个
芹菜摊前砍价称重，刘某瞅准
机会，迅速将车筐内的手包拿
走，低头混入人群。当该妇女
回头拿包付钱时，发现钱包早
已不见踪影。

刘某通过这种方式，半年
内盗窃4起，最多一次盗窃现
金、物品近3000元，累计盗窃
数额达6000余元。今年6月，警
方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丢失手机
使用方位，顺藤摸瓜将嫌疑人
刘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刘某拒不承认盗
窃事实，但通过询问被害人和
其他证人，比对丢失手机的串
号，足以认定刘某的盗窃行
为。7月9日，平度市检察院依
法对犯罪嫌疑人刘某作出批捕
决定。

净水机漏水，退货要扣一半钱？
市南工商：问题产品应无理由全额退款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蓝娜
娜) 花了980元买了一款国外品
牌的净水机，没想到回家安装后
漏水，换一台新机器仍然漏水，市
民左先生质疑产品质量有问题要
求退款，商家拒绝退全款。17日，
调查处理此事的市南工商工作人
员称，经营者不得在未告知使用

权限情况下推卸产品质量问题，
应无理由退全款。

近日，市民左先生向市南工商
分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投
诉称，前不久他购买了一款售价980

元的国外进口净水机，可刚安装
好，净水机就漏水了，换了一台新
净水机后依旧漏水，这让他意识到

是净水机本身质量存在问题。
之后，左先生提出退货，可商

家称，因为左先生家住一楼，水压
太大导致净水机漏水。如果想退
货，商家只能退一半的钱。“买的
时候商家为什么不告诉我必须高
层才能使用？现在出了问题推卸
责任，我不接受。”左先生说，协商

不下，他就向市南工商投诉。
“一台净水机如果连水压都

控制不好，这说明净水机本身就
存在问题，责任应由经营者承担，
与消费者无关。”市南工商分局
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工作
人员说，经过调解后，商家同意全
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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