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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跑社区

楼楼房房裂裂开开一一条条缝缝 住住着着真真心心惊惊
牡丹花园两栋楼居民希望有关部门查清原因、加固地基

本报泰安12月4日讯(记者 陈
新) 自10月份开始，牡丹花园内东
侧出现地面沉降，有楼体开裂，而且
裂缝有逐步扩大趋势，居民担心安
全。居民呼吁有关部门抓紧对居民
楼进行安全检测，修补裂缝。

家住牡丹花园的王女士拨打热
线电话反映，小区楼房墙体出现裂
缝。4日，记者来到位于长城路12号街
的牡丹花园小区，小区东侧地面及
居民楼墙面，都出现了裂缝。

小区东侧和楼房连接的是一条
宽约1米多的水泥路，原本与居民楼
贴合为一体的水泥路，目前有向东
侧塌方的趋势，地面沿着居民楼东
墙根处裂开，一道很宽的裂缝从3号
楼南侧一直延伸到与之相邻的5号
楼北侧，缝隙最宽处达两厘米，成人
的手掌可以直接伸进去。向西2米，
与墙根的裂缝平行，在3号楼和5号

楼南侧车库门前，也出现了长长的
地面裂缝。“最让人担心的是墙上这
些裂缝。”小区居民王先生指着墙体
说。

3号楼和5号楼的楼体和墙面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和错位，3号楼
1楼东墙断开一条裂缝长2米多，最
宽处有1厘米，南墙角两瓷砖之间的
裂缝手指都能伸进去。5号楼南面最
东头车库门两边的墙断裂，裂缝宽
达2厘米，而且出现明显错位。

在5号楼3楼东户的苏先生家
中，东阳台瓷砖裂开了长长一道，阳
台玻璃和墙相接已经开胶，紧邻阳
台的洗刷间房门周围出现了3道裂
痕，苏先生说：“原来没有出现这种
情况，裂缝是从发现地面、墙面裂缝
后才发现的。”在6楼薛先生家阳台
北墙上，出现一条斜的裂痕。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是新建成

的，今年9月份房子还没有任何问
题，10月份时陆续发现裂缝问题，而
且现在裂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在小区东面紧邻院墙，一个建
筑工地正在进行地基部分施工，挖
了一个将近10米深的大坑，大坑与
小区相邻的部分，底部糊上了水泥，
上面没做加固措施。小区居民认为，
小区地面沉降及墙体开裂与工地施
工脱不了关系。

工地工人称，正在施工的是立
体农贸市场，已经完成基坑挖掘，如
果是施工导致牡丹花园小区地面沉
降，问题可能早已经出现，这种沉降
与工地工程无关。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每天都提
心吊胆的。”居民希望有关部门能对
楼体进行安全检测，对沉降的地基
进行加固，对住户家里裂开的玻璃、
地砖、墙砖进行修复。

苏宁财源大街旗舰店

重装开幕

12月7日，泰城市民期
盼已久的苏宁财源大街店
就将盛装亮相！作为苏宁耗
时耗资精心打造的旗舰店，
它究竟会给消费者怎样的
全新感受，会给行业带来什
么样的全新发展方向，这一
系列疑问再过48小时就可
以一一得到详细的解答，而
苏宁精心烹制的开业饕餮
大餐也将准时鸣锣开席，将
携海量促销资源为泰城的
消费者带来一场堪比十一
的家电普惠盛宴，打造全城
价格盆地。

本次苏宁财源大街旗
舰店不但聚集了整个行业
的关注目光，也吸引了全城
消费者的高度关注。据了
解，为了保证能够旗舰店开
业期间创造出全城价格盆
地，泰安苏宁五一后就与各

大家电品牌频频会晤，并向
其支付大额现金预付款，积
极进行大单采购，为开业盛
宴备货，整体采购价格比平
常优惠20%左右。在整体采
购订单中，特价机的比例为
20%以上，较正常销售价平
均优惠30%。

据悉，苏宁总部对此次
苏宁财源大街旗舰店的全
新亮相给予了最高级别的
重视。“为了这次能够在苏
宁财源大街旗舰店开业盛
宴上推出真正全城更优惠、
力度更大的活动，苏宁为此
投入巨额的让利资金，我们
已经调集各个品类目前最
为畅销的潮流机型及大量
精美好礼，以充分应对在开
业期间由此在全城引发的
家电抢购热潮！”山东苏宁
总经理王学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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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12月4日讯(记者 赵
兴超) 泰城部分银行从明年起将对
原先设有优惠的IC卡(芯片卡)开收
工本费，市民难再享受“免费蛋糕”。
2日，市民穆先生钱包丢了，到银行
补卡时，在工作人员推荐下补换了
新的IC卡，仅工本费一项就花去100

多元，与原先多数不收费的普卡相
比，市民将支出更多费用。

近几天，部分银行对原先免费
项目开始逐步收费。4日，记者走访
泰城一些银行网点发现，其中IC卡
的办卡工本费优惠逐渐减少，原先
免费或打对折的费用将从下月起收
费。其中，东岳大街一家股份制商业
银行发出公告显示，从明年元旦起，

对IC卡借记卡新开与补换卡服务，
收取每张20元的费用，部分高端客
户则可免除一定费用。而在今年年
底之前，为向市民普及安全系数更
高、免受消磁烦恼的银行IC卡，泰城
多家银行对IC卡的办理曾提供过有
力折扣，有的银行甚至不收取工本
费与年费，只要求账户内日均余额
高于几百元即可。

泰城市民穆先生3天前丢了钱
包，补换IC卡花去100多元工本费，

“以前也丢过钱包，但是补张卡也就
5块、10块钱的事。现在太贵了，一张
就要三四十块。”穆先生说，到银行
补卡，工作人员极力推荐换IC卡，听
从劝说后更换了3张，加上2张普卡，

费用超过百元。
记者从泰城一些银行了解到，目

前IC卡工本费的标准较普卡高出不
少，工商银行芯片卡新发、补发、换发
每张收费20元到40元，邮储银行标准
金融IC借记卡每张工本费最高收取
20元，有些银行工本费免费。大多数
人正在用的普通磁条卡一般工本费
5元。

泰城一家国有银行经理说，包括
工本费、短信费等，在银行业务中属
于中间业务。之前银行为确保客户而
实行一些免费政策。随着市场化竞争
加剧利润下滑，只能转而把免费项目
变为收费，以提升业务收入，明年这
类情况或许会更频繁出现。

部部分分银银行行IICC卡卡明明年年起起收收费费
工本费最高40元，比磁条卡贵7倍

3号楼墙面开裂。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居民家墙上出现裂痕。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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