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2010年10月25日 星期一
编辑：岩鹰 组版：张伟丽

今日青岛·民生

河马石公租房将迎第二批住户

今起看房，693套房源供选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宋

珊珊） 河马石公租房将迎来第
二批住户，25日起开始看房，29
日就可以选房了，693户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有望在寒冬来临
前入住带暖气的新房子。

24日，记者从市住房保障
中心获悉，青岛最大的公租房
项目河马石公租房在8月迎来首
批千余住户后，剩余房源继续
面向市民配租。经过近一个月
的申请、摇号等配租工作，24

日起配租工作进入看房程序，
将迎来第二批住户。693户申请
家庭在看好房子后，29日即可
按照摇号顺序进行选房，寒冬
来临前就能入住新家。

据介绍，河马石公租房市
南区申请家庭看房时间为 2 5
日、市北区申请家庭看房时间
为26日、四方区申请家庭看房
时间为27日、李沧区申请家庭
看房时间为28日。轮候选房时
间为29日至11月5日。入围的申

请家庭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持
身份证、公共租赁住房准予登
记通知书到选房登记现场进行
看房、轮候选房、签订定位通
知书以及办理入住手续。

如果本人不能亲自办理，
受托人须持公证机关出具的委
托公证书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不到或资料不全的，视为自动
弃权。

此外记者获悉，李沧区文安
路公租房也将迎来二批69户住

户。项目看房及轮候选房时间将
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时公布。

河马石和文安路公租房共
有房源2440套，今年8月首批居
民入住，一千多户家庭解决了
住房难题。9月启动二批配租工
作，有800多户居民申请，最终
762户家庭通过审核。两处公租
房还剩300多套房源，将继续接
受申请。申请受理工作已转为
日常受理，符合公租房申请条
件的市民可到户籍所在地街道

办事处提出申请。有关部门将
根据申请登记情况，分批次对
公共租赁住房组织轮候配租。

申请公租房需满足以下条
件：人均月收入标准为610元至
1277元；家庭成员具有市内四
区常住户口，其中至少有一人
应达到5年以上；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10平方米以下；人均月可
支配收入低于1277元；家庭财
产总额在家庭年收入标准上限4
倍以下。

鲜花送英雄
24日，在合肥路街道办事处，同学们手捧鲜花给即将赴济南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张雯、魏旭辉送行。据介绍，20年前的同班同学张雯、魏旭辉已经与两名白
血病患者配型成功，魏旭辉于当日赴济南捐髓，张雯将于29日随后去济南。据
了解，至今青岛共有26000名骨髓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9人成功实施捐献。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三元成立

“爱心宝宝大家庭”
冀鲁豫多胞胎困难家庭将获资助

本报讯 “谢谢你们
了！谢谢你们了！将来孩
子长大一定让他们去三
元公司当面感谢……”四
胞胎母亲吴晓华从三元
奶粉爱心行动小组手中
接过孩子们急需的婴儿
配方奶粉，几度哽咽。

9月11日，邯郸市尚
璧镇孙庄村村民吴晓华
生下两男两女双龙凤胎，
在经历了短暂的喜悦之
后，陷入无限的焦虑：四
个孩子高额医疗费使这个
家庭债台高筑，而日益增
加的奶粉开支更是雪上加
霜。三元奶粉事业部得知
这一情况后，决定帮助这
个困难家庭。10月15日，
三元奶粉爱心行动小组驱
车200多公里，给孩子们送
去急需的3箱三元爱力优
奶粉，并将持续资助半
年。“谢谢你们！”这位孕
育了生命奇迹的母亲，用
这四个字表达着自己无
法言喻的心情。

据了解，现在很多多
胞胎家庭由于母乳不足、

孩子食量大，加上婴儿配
方奶粉价格较高，使得这
些家庭不堪重负，三元奶
粉决定以此次资助吴晓
华家庭为契机，成立“三
元冀鲁豫爱心宝宝大家
庭”，为多胞胎的困难家
庭提供无偿帮助。三元奶
粉旨在提高国人健康水
平和健康素养，一直坚持
“以母爱为最高标准”、
“有爱才是好奶粉的理
念”，一直竭尽全力于中
国婴儿快乐、健康成长的
公益事业。

“三元冀鲁豫爱心
宝宝大家庭”将为河
北、河南、山东三省三
周岁以内的三胞胎以上
家庭提供无偿帮助，只
要经民政部门出具材料
证明经济困难的多胞胎
家庭，三元将无偿资助
半年以上的婴儿配方奶
粉。三元“爱心宝宝大
家庭”公益行动现已全
面启动，多胞胎困难家
庭可拨打“帮宝行动”
热线0311-88631054。

10月22日，“国美秋季
厨卫家电美食节”隆重登
场，为岛城消费者再度奉
献盛宴，全场七折起。据青
岛国美采销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国美美食家电节
将推出新婚新居套餐优
惠、以旧换新专享优惠以
及大力度买赠和直降等促
销活动，通过这次优惠促
销，让岛城消费者畅享家
电一条龙购物优惠。

在本次活动中，国美
特别推出热水器以旧换
新活动，最高补贴 8 0 0
元。除了油烟机、灶具、热
水器等传统厨卫家电之
外，国美还增加了微波
炉、电炊具、饮水机等厨
房小家电。现代整体厨房
需要的所有现代化的厨
卫家电都能在国美卖场
中找到。据悉，本次活动，
诸多知名厂家纷纷拿出
优势资源鼎力支持国美
“厨房美食节”，以最大的
优惠力度服务消费者。再
现“十一”低价奇迹。

彩电新能效标准的

出台将极大地推动LED
的普及，也客观上拉低了
传统液晶电视的售价。同
时随着上游LED面板价
格的降低，L E D液晶终
端售价有望进一步降低。
有专家称，未来一两年
内，L E D将成为高端液
晶彩电市场主角。在此活
动期间，国美将联合厂商
加大对LED电视的促销
力度，如 32寸的LED电
视以旧换新将跌破3000
元，4 2寸液晶电视低至
4000元……

近期冷空气来袭，气
温骤然下降，不少市民开
始提前选购取暖家电。家
电卖场早在上周末取暖
类家电就已经开始陆续
上架，青岛国美电器各家
电卖场门口指示牌上均
标出购买“电暖器在一
楼，空调在二楼”，还有部
分门店将空调、空调扇、
电暖器、小太阳等产品样
机在一楼大厅展示区出
样，价格从一两百元到上
千元不等。

国美家装美食家电节

盛大开幕
套餐优惠、以旧换新专享优惠

层层升级，全场7折起

供热准备就绪可随时点火
岛城天气“拉锯式”降温，尚未达到供热要求

本报 10月24日讯（记者
孟艳） 24日，岛城气温骤

然下降，不少市民表示，天气
突然转冷，暖气会不会提前
热起来？

记者从气象台获悉，从24
日开始，全市气温明显下降，此
后的几天里，气温会持续偏低。
预计此次降温过程将持续到27
日，市区最低温度将降至6℃左

右，郊区最低温度更是会下降
到2℃左右。24日-26日，岛城
北风风力可达5-6级。28日以
后气温才会略有回升，下周末
温度与最近的气温接近。

市民陈女士表示，上午
还没感觉出冷来，下午出门
就套上了羽绒服，等过几天
再冷，只能加毛衣了。“供热
企业不是表示如果降温，就

会提前供热吗？不知道最近
能不能供热？”陈女士说。

随后，记者联系了青岛
热电集团，一名工作人员表
示，供热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可随时点火烘炉，如果气温
符合条件，根据市政府要求，
将会随时供热。

青岛市供热办的一名工
作人员表示，他们已与气象

部门保持密切联系，随时掌
握天气变化情况，目前青岛
已经进入降温天气，但是现
在的天气都是“拉锯式”降
温，就是降温几天，升温几
天，然后再降温，目前气温还
没有达到供热要求。该人员
表示，目前青岛各供热企业
已经准备好，11月1日起，就
随时点火烘炉，可以供热。

围棋、书法、茶艺亮相餐桌

餐饮服务大赛比拼文化创意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管慧晓） 服务员不光要
在十几分钟内摆放好餐具等
物品，还得能够按照客人的
需求设计出符合主题的餐台
和菜单。24日，记者在中餐
宴会创意摆台比赛现场记者
看到，各种传统文化要素被
要求更多地运用到餐桌上，
文化与饮食的关系更加密
切。

24日下午，记者在设在
府新大厦的餐厅服务台比赛

现场看到，34名选手两人一
组进行比赛。按照比赛的要
求，选手不光要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准备工作，更要严格
按照要求将各种餐具摆上餐
桌，每种餐具如何摆放都有
标准，如餐碟要摆在距离桌
边2厘米处，甚至牙签都有
明确的位置，要求距离筷子
1厘米，距离桌边5厘米，比
赛的评委手持尺子随时测量
以确保评分公平准确。

除了这些硬性的技术标

准，在这场满分为100分的
比赛中，餐台的创意主题占
了最高分数20分。记者在现
场了解到，选手可以自主选
择主题，如贺寿、庆祝生日
等，然后根据这个主题布置
餐桌。有选手以菊香墨韵为
主题，将菊花、书法等元素
摆上餐桌。还有选手用围棋
和茶艺来布置展台，受到现
场观众的一致赞赏。

据从事餐饮行业33年的
评委王启秀介绍，近年来青

岛的各种交流合作活动越来
越多，人民的生活水平提
高，对餐饮的要求越来越
高。服务员不光需要良好的
服务态度，更要具备较高的
餐饮服务专业技能，了解餐
饮文化。与此同时，餐厅高
薪请不到高素质餐饮服务人
员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而
历次参加该项技能大赛并拿
到证书的服务员大都被高档
酒店聘请，流向更高的平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