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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只因因在在路路边边互互看看了了一一眼眼
她她放放进进他他车车里里一一卷卷婚婚纱纱照照
来接朋友的李先生蒙了，他不认识这位女士，也不认识照片上的人

换门设门禁收费

物业引居民不满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尹海涛) 近日，鼎城2008小区物

业把原先的单元门统一换成了带
门禁系统的门，并收取每户居民门
禁卡费50元，这让有些居民觉得不
合理。对此，物业回应称，更换单元
门是为了安全管理，居民有意见可
当面沟通。

25日上午，记者来到鼎城2008

小区看到，居民楼的单元门都已更
换，物业也贴出了通知，称是为了
加强管理，消除安全隐患，并通知
在七日内到物业领取磁卡，每户三
张，费用50元。物业通知上的落款
日期为2014年6月12日。虽然早已
过了七天期限，但刷卡开门还没有
实行。

对设门禁一事，部分居民表示
反对，物业张贴的通知被居民撕
掉，一些新安装的单元门甚至遭到
居民破坏。“物业私自把门换了后
才贴出通知，并没有征得我们的同
意。”一些居民认为，物业借设门禁
变相敛财，一栋楼有100户，门禁卡
费一栋楼就得5000元。

对此，鼎城2008小区物业公司
润德物业隋经理说，小区处于城乡
接合部，安全始终是个问题，而且
之前安装的单元门大多已损坏。隋
经理说，物业只收取门禁卡工本
费，单元门安装物业自己承担。据
了解，物业共安装了21个单元门，
花费20万，而小区共2400多户居
民，按每户门禁卡费50元计算共12

万多。
“因为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

物业人力有限，挨家挨户征求意见
做不到，所以只能采用在楼道里张
贴通知，不排除一些居民看不到通
知。”隋经理说，50元卡费收取的是
工本费，以后补卡按每张15元收
取。

对此，烟台市住建局物业行业
管理科一位工作人员称，目前对于
门禁卡收费问题还没有相关规定，
设门禁对小区居民是有利的，但是
在收费问题上，应该征得小区居民
的同意。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苑菲菲) 通过淘宝网购了烟台

一家网店的樱桃券，钱交了，可货
却没按时发，网店客服也没联系
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买家以为
遇到了骗子，自己组建QQ群维权
退款(详见本报6月9日)。目前，淘宝
已冻结店家保证金，申请售后维权
的部分买家已收到退款，目前退款
仍在进行中。

据悉，不少买了券但未收到樱
桃的买家都向淘宝客服投诉了这
家“地狱果园”网店。淘宝方面确认
发现，关店行为是商家违规操作，
商家对预售模式的商品发放预售
券没使用淘宝官方“预售工具”，而
是把大樱桃预售券放到了实物类
目下进行销售。

淘宝方面发现该情况后，已冻
结店家保证金，启动了赔付机制。
大部分申请了售后维权的买家都
收到了退款。但也有超过了90天无
法申请售后维权的买家，目前这部
分买家正通过微博、旺旺等方式，
与淘宝客服及网店客服进行联系。
而网店方面也在收集无法申请售
后或退款的买家的支付宝账号和
实名认证姓名，正在进行确认并表
示会尽快退款。

部分买家已

收到大樱桃退款

新闻追踪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于飞) 开车去接朋友，没
想到刚把车停在路边，和旁边
一位女士对视了一眼，那位女
士随后走过来打开车门，将一
卷婚纱照放在他的副驾驶座
上，然后就走了。这可把李先生
整蒙了，他不认识这位女士，也
不认识照片上的新人。

26日，市民李先生开车到

南大街上接一位朋友，但他不
认识要接的人，到了市长大厦
附近时，他将车停在路边。这
时，李先生看到旁边站着一位
女士，左顾右盼像在等人，手里
还拿着一卷东西。李先生是来
接人的，那位女士在等人，两人
对视后，那位女士就过来拉开
了李先生的车门，将手里的东
西放在副驾驶座上，然后转身

离去，什么话都没有说。李先生
本以为这位女士放下东西后会
坐到后座去，可这位女士直接
走了。等他反应过来时，那位女
士已经不见了踪影。

李先生将副驾驶座上的东
西打开，一看是一卷婚纱照，而
照片上两位新人他都不认识。
李先生心想，那位女士一定是
把他当成了来拿照片的人，才

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婚纱照
丢了，新人一定很着急，李先生
觉得应该尽快找到失主。

李先生仔细查看，发现婚
纱照上有影楼的水印，他便带
着婚纱照找到了影楼，委托影
楼寻找失主。之后，影楼根据登
记的客户资料开始寻找失主，
最终，影楼找到了照片的主人，
将婚纱照还给了他们。

驾驾校校里里打打群群架架，，还还动动了了砖砖头头
两女子练车起冲突，便叫来朋友帮忙“出气”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 29日下午1

点半，顺达驾校练车场地发
生一起打架事件，双方各六
七人动起手来，板凳、砖头都
用上了，其中两人头部流血，
一名教练被误打。初家派出
所民警到现场后，带走了四
名动手打人的男子。

29日下午1点半，四五个人
来到曹家庄顺达驾校练车场
地，要打一个穿迷彩服的女学
员小李(化名 )，其中三个女子
还骂骂咧咧。小李躲在帐篷里
不出来，一些学员和教练在一
旁劝说着。

一会儿，小李走出帐篷，这
帮人便要动手打她。紧接着，从
场地门口跑来五六个小伙子，
跑到帐篷处就打身穿黑白横条
裙子的女子小王(化名)的这帮
人，双方都拿板凳、砖头打起
来，有的拳打脚踢，几个女子也
掐架抓头发，小王这帮人中三
人受伤，一位教练劝架时也被
打伤。

原来，小李和小王都是该

驾校的学员，并且在一个车上
练车。当天早上8点，俩人因练
车发生口角，并发生肢体冲突，
小王便找来朋友替她“出气”，
后来小李也叫来朋友助阵。

下午2点左右，初家派出所
民警赶到现场，两帮人开始往
外跑，到练车场地门口外面又
动手，被民警阻止。

记者从初家派出所了解

到，打人的四名男子被带到
所里，其他人不见踪影。关于
两女子发生口角的原因和处
理情况，民警表示还在调查
中。

本报热线6 6 1 0 1 2 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 27日，栖霞
市翠屏区18岁女孩于千惠离
家出走，父亲晚上回家后发
现女儿不见了，电话也打不
通，便在网上发帖子寻人，又
去 了 栖 霞 汽 车 站 和 蓬 莱 寻
找，结果没找到，一家人都急
得焦头烂额。

27日，于先生让18岁的女

儿千惠在家，自己和妻子则像
往常一样去看店，可晚上回家
发现女儿不见了。“电话打不
通，也不在她奶奶家，我就知
道她可能离家出走了。”

于千惠初中毕业后，于先
生就把她安排在朋友公司的
售楼处工作。刚开始千惠上班
很认真，半年后就不按点上班
了，特别爱上网，还经常通宵，
脾气也变得任性。于先生便不
让女儿上班了，让她天天在家
待着。“我把她锁家里，不让她
出门，有时去她奶奶家我才让
她出来。”

女儿离家出走了，这急坏
了全家人。于先生在烟台各个

贴吧发出寻人启事，并联系了
女儿的几个朋友，但他们都说
不知道。后来，女儿的一个男
同学告诉于先生，他们在蓬莱
碰了个头，之后就分开了，这
位男同学说千惠想出去打工。
于先生和妻子29日便去了蓬
莱，但没找到女儿。

现在，于千惠的父母和
爷爷奶奶都急得焦头烂额，
尤其是她的母亲，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总是哭着喊着要
女儿。

本报希望千惠看到报道
后赶紧回家，也希望热心读者
给 于 先 生 提 供 线 索 ，电 话
13723978111。

整理旧物时翻出一张老
照片，让潍坊青州的袁聿平回
想起和老战友杨寿仑在青岛
当兵的美好时光，“想帮助父
亲和老战友杨寿仑再见一面，
叙叙旧。”袁聿平的儿子袁立
勋说。

“本来想带着父亲到烟
台来找找老战友，但现在一
点线索都没有。”袁立勋拨打
本报寻亲热线寻求帮助，希

望 能 得 到 杨 寿 仑 老 人 的 音
信。

据袁聿平老人回忆，杨寿
仑老家是烟台福山或牟平，

“在部队的时候，杨寿仑就多
才多艺，当年还给我画了一张
肖像画，跟我还很像。”“当时
父亲没太留心战友杨寿仑的
信息，也没留下具体的住址。”
袁立勋说。

据了解，杨寿仑1958年12

月入伍，1959年曾在海军青岛
基地威海训练团二大队学习
一年，1960年在青岛海军巡防
区护卫大队服役，后分配青岛
莱阳路8号快艇支队，任电影
队放映员。

如果你认识杨寿仑老人，
可 以 拨 打 本 报 寻 亲 热 线
6610123与我们联系，也可以联
系袁立勋13953603915。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栖栖霞霞1188岁岁女女孩孩离离家家出出走走
一家人都急坏了，如果您见到这位女孩请拨打13723978111

“老战友杨寿仑

你还好吗？”

相关新闻

如果您见到于千惠，请联系她
的家人。 家属供图

公益寻亲电话：6610123

寻亲

民警在练车场地门口拦住打人的小伙。 目击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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