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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私人人影影院院给给年年轻轻人人个个新新玩玩法法
电影片源不来自常规院线受质疑

集集中中检检查查娱娱乐乐场场所所半半月月
昨日启动，以夜总会等歌舞娱乐场所为重点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杜
洪雷） 自8月10日开始，济南
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为期15天
的全市娱乐场所集中检查，其
中以夜总会等歌舞娱乐场所为
重点，坚决杜绝裸体陪侍和淫
秽表演、卖淫嫖娼活动、吸食、
贩卖毒品和赌博现象。

近期，济南市公安局治安
支队组织警力对全市娱乐服务
场所进行了检查暗访。通过检
查发现部分场所“黄赌毒”现象
有所回潮，个别场所存在裸体
陪侍行为，甚至在包房内进行
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活动。对
此，济南市公安局集中开展治
安清查行动，以“黄赌毒”等社
会丑恶现象为打击重点，强化
治安管理力度，进一步净化社
会治安环境。

据了解，治安支队四大队
上半年共查处夜总会12起。治
安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少数夜总会为逃避涉黄违法犯

罪，呈现出更多方式、更为隐蔽
的特点。夜总会涉黄犯罪从原
来的场所内交易、场所内实施
卖淫行为到场所内交易、出台
实施卖淫活动。除此之外，场所
设置内外监控、暗室、防盗门，
安排人员望风，防备查处手段
屡见不鲜。

“少数夜总会将涉黄违法
犯罪转入地下，不公开开门营
业，而采取接待熟客、熟客发展
生客的方式，甚至采取线下卖
淫嫖娼、网上交易钱财的方式
来规避处罚。”该负责人称，公
安机关下一步将以夜总会为重
点，严厉开展打击涉黄违法犯
罪活动。

对多次查处过的夜总会，
公安机关将进行重点关注，如
果再次出现涉黄违法现象，将
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直至关
停；对多次举报的场所，将联合
分县市局进行经常性巡逻查
看，防止出现涉黄违法现象。除

此之外，针对利用网络开展涉
黄违法犯罪的行为，公安机关
还将联合网警等相关部门，对
本市的夜总会开展联合检查。

此次集中检查的内容包括
娱乐场所是否有涉黄涉毒等违
法经营行为，娱乐场所电视监
控系统安装使用，照明设施、包
厢和包间的设置以及门窗使
用，娱乐场所内警示标志悬挂
以及其他软硬件设施达标情
况。对实地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责令限期整改，固定专人逐一
落实；对拒不整改的场所，公安
机关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一律
责令停业整顿。

治安支队支队长张仁骏
称，场所管理的责任部门和责
任人要切实加强对场所的治安
管理，严格落实责任，因责任不
落实导致本辖区“黄赌毒”违法
犯罪活动泛滥的，市局将依据
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

市中公益岗14日15日报名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范佳
通讯员 朱振） 为促进市中

区生源高校毕业生尽快就业,市中
区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00名公益
性岗位工作人员。8月14日至15日，
市中区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将
在济南市经九路小学报名。

招聘条件为：1985年7月1日
以后出生，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
学历，市中区常住户籍（驻区高
校集体户口除外），派遣期内（非
师范类2012年以后毕业，师范类
2014年以后毕业）的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其中符合招聘条件的零
就业家庭、低保家庭、特困家庭

的高校毕业生优先聘用。
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待遇补

贴包括两部分：岗位补贴和社保
补贴（社保补贴用于缴纳社会五
项保险），每人每月共计 2 6 5 0

元 。援 助 期 间 社 平 工 资 调 整
后，援助待遇相应适当调整。
高校毕业生享受公益性岗位
就业援助的最长期限为三年，
每人只能享受一次。

此次招聘严格遵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及时面向社会公
布进展情况，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
的监督。详情可登录济南市市中区
政府网站（www.shizhong.gov.cn）。

天桥区将建党员积分档案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蒋
龙龙） 10日，记者从天桥区获
悉，天桥区将在全区内全面推行
区域化党建工作，建立党员积分
档案。几个地缘相近的社区合并
办公成立联合大党委的做法也
将在天桥区内推广。

10日上午，天桥区基层党建
学习观摩活动，实地观摩了天桥
区10个城区街道的党建工作。包
括北坦街道北关社区、南村街道
西社区等在内的多个社区的党
员积分工作。这些街道社区建立
了积分兑换奖励机制，激励社区
党员自觉履行党员义务、带头服
务社区。

天桥区委书记毕筱奇说，今
年，天桥区将在城市社区中进一
步深化党员积分制管理工作，通
过改进积分结构，调整积分内

容，激励社区党员在组织生活、
志愿服务等各方面，更好地参与
社区建设，服务百姓民生。

自去年以来，南村街道率先
成立西社区联合党委，实现周围
的三个社区居委会合署办公。联
合党委成立一年多来，辖区的社
会组织已经猛增至46个，涵盖公
益服务、公益活动、公益慈善三
大类。社区闲置出的多个社区办
公用房，相继成立了辖区的社会
组织管理中心、老年活动中心，
给居民腾挪出更多的活动空间。

今年以来，天桥区又有多个
社区进行合并。天桥区将力争在
1-2年的时间内，在全区街道、社
区形成相对完善的区域化党建
工作格局，因地制宜成立更多的
联合大党委，为当地居民提供更
好的服务平台和活动空间。

近期济南又多了几家私人影院，这种影院提供包间式服务，顾客可在投影幕布上选择观
看千部电影，也可在包房里进行餐饮、聚会等其他活动，颇受一些年轻人尤其是情侣的青睐。
但由于其电影片源不来自常规院线，也受到质疑，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尚有空白。

115路明起调整部分运行路段
本报8月10日讯（通讯员

赵东云） 记者10日从济南市公
交总公司获悉，为方便市民乘
车，8月12日起，115路调整部分
运行路段，并提前首班车发车时
间。

115路调整后由唐冶公交枢
纽始发，沿唐冶西路向南、经十

路向西，然后单向沿民生大街向
北、经八路向东、青年西路向南
至经十路向东恢复原线，新设省
体育中心（路北）、经八路青年西
路（路南）站点，撤销山东剧院、
青年西路站点。

115路唐冶公交枢纽首班车
发车时间提前至5:30。

高新地税分局考核获佳绩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修
从涛） 坚持星级服务的标准
化、简洁化、专业化、人性化，不
断提升办税服务厅的建设水平
和服务质效，多年以来，济南市
地税局高新区分局以纳税人实
际需求为出发点，高新地税的品
牌形象得到了高新区内各部门
和纳税人的肯定和好评。

近期，在高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2015年上半年优秀窗口和服务
标兵考核评比活动中，经过区内
各部门初评、全体窗口单位互评
等环节的公开公正评选，地税分
局办税服务厅有8个窗口被评为优
秀服务窗口，6人被评为服务明星
及服务标兵，占全部优秀窗口及
先进个人的比例达到了16.7%。

主题包厢有特色

可选电影上千部

可躺可卧的沙发，装饰精致的
壁纸，温馨浪漫的灯光……这是在
二环东路一家名为“聚影咖·私语空
间”的私人影院里所看到的景象，这
家店有十几个主题包房，每个包房
都有着不同的名字，如“夏日风情”、

“森林精灵”、“海底世界”等等，包房
里配有画框幕投影仪，有上千部电
影可以选择观看。

店主张姗称，这家店是她们四
个“90后”女孩开起来的，开店才不
到两个月，一开始是通过熟人介绍，
现在顾客慢慢多了起来，工作日每
天能来六七十人，周末有一百五六
十人。除了看电影，在大厅里还有喝
咖啡的区域，每周都会举办一些线
下的棋牌活动，免费提供茶水。

至于价格，可以按电影的套餐
价来算，也可按时长来算，两个人的
话，每个人的平均价在40元左右，人
多了会更低。洪楼附近一家名为“粉
墨”的私人影院，也是这样主题包房
的布局，上午的会员价为18元，晚上
是38元，“平时每天能来八九拨人，
周末基本都是满的，有时还需要预
约。”店主称。

粉墨私人影院的店主介绍，他
们主打环境上的绿色健康等优势，
每部影片都会事先审查，不适合播
放的镜头会删掉。由于是全国连锁
的店，如今已成立了公司，后期还可
能涉足微电影制作等领域。

空间私密舒适

吸引来年轻人

私人影院的顾客主要
集中于年轻人，且情侣居
多，“想给他们提供一个不
同的玩法。”张姗称，现在
KTV和酒吧环境都比较嘈
杂，人们需要一个相对私密
的空间，私人影院正好弥补
了这一块，在包间里，像朋
友聚会、庆祝生日这些活动
都可以进行。

“其实我们卖的是空
间，不是电影。”张姗说，与
在家中看电影相比，私人影
院的优势在于观影效果。

粉墨私人影院的店主
称，私人影院重在电影可以
随意选择，一些国内没有的
国外影片也可以看到，普通
院线上映的电影需要等一
两周才可观看。“私人影院
的前景还是不错的，现在还
没怎么宣传，光靠人际传播
就已经来了不少顾客了。”

两年前，济南开了第一
家私人影院超然阁影城。张
姗称，据她了解现在济南已
经开了五家私人影院，最近
听说济南大学附近又要开
一家，“已经有好几家想要
加盟我们店了，但刚刚开
业，我们还想继续沉淀一
下。”

片源版权受质疑

目前无管理规定

但也有人对其放映的片源提
出了质疑。虽然拥有上千部电影，
但都无法做到与城市主流院线同
步放映，对于影片来源，经营人员
都称有自己的片源提供商，但这
些片源是否涉及侵权，目前尚无
官方定论。

济南市文广新局电影管理处
负责人称，私人影院的出现反映
了当前文化消费的多样性，据了
解，私人影院播放的片源有些是购
买的DVD光盘，有些是下载的高清
视频，还有些是购买放映设备时供
货商赠予的，严格来说不能叫做电
影院，我们所管理的传统意义上的
电影院都会有加盟院线提供的获国
家公映许可的正版影片，还有规范
的消防安全、卫生、组织机构及票
务系统等相关保障。

“我国电影管理条例规定，设
立电影放映单位，须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到当地电影行政主管部
门办理相关手续，未经同意不得
从事电影放映活动。”工作人员
称，这些私人影院是否合法，国家
和省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政策规
定，但如果播放不良内容和借机从
事违法活动，文化稽查部门和公安
部门都有权查处。“全国其他城市
对私人影院的管理大都采取不审
批只查处，一般是文化和公安部门
负责。”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悦 私人影院的主题包房。

悲催“程序猿”每周多干9小时
济南白领每周加班8小时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周
国芳 实习生 杨硕 谢誉元）

近日，一家调查机构发布了
《2015年白领8小时生存质量调
研报告》，IT/通信/电子/互联网
行业的“程序猿”最爱加班，平均
每周加班9 . 3小时。济南白领平
均每周加班8小时，对工作环境
满意度仅有2 . 48，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调查显示，仅有28 . 6%的白
领表示8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外不
需加班，24 . 3%的白领平均每周
需加班1-3小时，全国范围内，白
领平均每周加班6小时。不同行
业白领平均加班时间差异较大，
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的白
领平均每周加班时间为9 . 3小
时，其次为房地产/建筑业，平均
加班时间为7 . 1小时/周，再次为

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平均为
6 . 8小时/周。贸易/批发/零售行
业的加班时间相对较少，平均为
3小时/周。此外，白领级别越高，
加班时间越长。高层管理者平均
每周加班时间为12 . 3小时。其次
是资深专业人才，平均加班时间
为7 . 4小时/周。普通员工平均加
班时间相对最少，为5 . 5小时/

周。
开会，也是白领日常工作中

必不可少的。级别越高，每天参
加会议的时间越长，高层管理者
平均每天参加会议的时间为
4 . 05小时，为每天正常8小时工
作时间的一半。资深专业人才和
中层管理者平均每天花在会议
上的时间为1 . 57小时，普通员工
每天参加会议的时间最少，仅为
1 . 1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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