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业收费每平方米涨了0 .4元
东城街道办表示，安居小区物业费是在标准基础上根据物价上涨调整的

本报8月30日讯(记者 张婧
婧) 30日，家住安居工程小区的
居民拨打本报热线电话称，市直
安居小区自8月1日更换物业后物
业费由每平方米0 . 55元上涨至
0 . 95元。“以目前的物业管理水
平，每平方米0 . 55元已经不低了，
而且周围高档小区也没有这么
高的，怎么突然涨了这么多呢？”
该居民不解地问。

30日下午，记者来到安居工
程中的安慧南区和安泰北区，发

现新的物业公司均已上任。记者
在由东城街道办印发物业公司
向每户业主发放的有关收费标
准手册中看到，该物业收费是参
照东营区新区物业服务核定标
准，执行每平方米0 . 95元的收费
标准，2012年12月31日过渡期前，
采取政府补贴每平方米0 . 4元，业
主仍缴纳每平方米0 . 55元的收费
标准。

接管安泰南区的厦门海谊
楼宇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东营分

公司的王经理告诉记者，过渡期后
并非每平方米一定要收取0 . 95元，
而是由各小区召开业主代表大会
决定是否维持这个标准，还是降低
或提高服务和收费标准。“物业接
管后对负责的安泰南北两区和安
和南区发放无线蓝牙卡，并安装了
电子巡更系统和4辆巡逻警车，可
以有效避免车辆丢失，维护小区的
治安安全。”

记者查询了市及区物价局关
于物业的收费标准，在2008年公布

的《中心城区物业服务收费指导标
准》和《东营市物业服务管理实施
细则》中，实行一级物业服务的小
区每月物业管理费，每平方米按
0 . 7元收取；二级物业服务按每平
方米0 . 55元收取；三级物业服务的
小区按每平方米0 . 4元收取。允许
物业服务企业对以上三类收费标
准进行10%上下浮动。

随后记者电话咨询了负责该
安居工程物业管理具体实施的东
城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办公室的

胥主任，胥主任向记者解释道：“目
前的最低工资水平已由当初颁布
物业收费标准时的680元增加到
1240元，每平方米0 . 95元是根据新
区物业服务标准每平方米0 . 77元
(0 . 7元上浮10%)的基础上根据物价
上涨调整的。”胥主任表示，新的物
业公司都是从外地招标过来的，安
居工程小区绿化面积大、维护成本
高，以前的物业收费标准已很难承
担，目前市里新的物业收费标准也
正在调研制定中。

家里太阳能热水器忘记关

半月流失50立方米水
本报 8月 3 0日讯 (记者 郑

美芹 ) 3 0日下午，金水南区卖
海鲜的盖女士拨打本报热线称，
小区1 0号楼4单元5 0 2的住户太
阳能热水器不停地往外流水，且
已经流了三四天。“半个月内已
经出现三次漏水的现象，这半个
月怎么也得流失了50方水啊。”
盖女士希望楼主不要再马虎大
意，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下午3时许，记者赶到金水
南区，1 0楼4单元正紧挨着鱼肉
市场，整个鱼肉市场已经是一片
汪洋。记者注意到自来水正哗哗
的从楼顶流下，楼下几乎跟下雨
一样，卖海鲜的老板盖女士只好

在摊子上侧撑上一把大伞。“如
果不撑上把伞，市民都无法来买
海鲜了。晾晒的衣服也被这流下
的 水 打 湿 了 。”盖 女 士 告 诉 记
者。见自来水这样白白流失怪可
惜，盖女士就用自己的一个大桶
放到楼下接着。“可以盛装一方
水的大桶一晚上就能接满满的
两桶，白天流的更多，盛海鲜的
小玻璃缸盆一会就一盆，如果就
这样让它自然流的话，一天基本
能浪费5立方米水。”盖女士称。

随后记者来到金水南区居
委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最近这次流水是28日晚开始
的，一直持续到现在。近半个月

内，已经出现三次这样的情况，
且每次都是三四天。“小区内刚
刚做了墙体粉刷，如果一直这样
下去，估计会把刚粉刷的墙体浸
坏。”该工作人员称。

据悉，该小区的房子很多都
已经外出租赁，现在住的都是一
些外地打工者，一旦忙起来就会
经常好几天不回家。最后居委会
的工作人员经过查找资料终于
联系到该住户，得到消息后该住
户于下午4时许赶回家中关掉太
阳能热水器。

该住户表示，以后不会再如
此大意，对给大家带来的麻烦表
示歉意。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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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自来水白白流失怪可惜，盖女士把大桶放在楼
下接水。 本报记者 郑美芹 摄

不手术10万“小眼镜”视力惊变1.0
黄河路660号亿宏近视矫正中心向油城推出限额试戴体验活动 现场定制还有大幅优惠

■文/木本 图/道一
上、左…妈妈，真神奇！不戴眼镜我看得清楚倒数第二行

了…”上初一的亮亮近视400度，试戴仅40分钟，站在5米外看视
力表，瞬问提高4行，效果太明显了。

“甜甜自己戴上了！”甜甜妈妈高兴地说。要知道，聪明的
甜甜才9岁，10分钟就学会自己戴了。

2012年暑期，本市专门引进针对8岁-18岁未成年近视人群
的3D数字角膜塑形镜，近日，”小眼镜”们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
仁恒名邸写字楼315亿宏近视矫正中心，体验来自美国的非手
术矫正青少年近视的最新科技成果。

体验过程惊喜不断，95%的孩子配戴2小时后视力提高2-4

行，89 . 3%的孩子在短短3天内裸眼视力居然达到1 . 0！家长们纷
纷表示：给自己的孩子定制一副3D数字角膜塑形镜，以后再也
不用治孩子的近视发愁了！

读初三的婷婷双眼视力
均为1 . 0！这让连续3年为学生
体检的医生吃惊，“这孩子上
学期还400多度近视呢，怎么
突然变成1 . 0了呢？”她拨开
婷婷的眼皮仔细地观察，更
迷惑不解了：“你也没戴隐形
眼镜啊……”

“妈妈在亿宏给我配了
3D数字角膜塑形镜，戴3天我

的眼睛就好了…”婷婷的回
答引起了同学的好奇心，“真
是这东西让你的眼睛变成
1 . 0？”

“不信你们问我妈妈”从
那天开始，婷婷妈妈每天都
能接到同学家长打来的电
话，用她的话讲：“我这里都
成了3D数字角膜塑形镜的咨
询热线了……”

体检爆出400度到1.0的惊人秘密

2小时候降100度 戴一夜提到1.0

针针对对88岁岁--2200岁岁近近视视人人群群特特别别研研制制的的33DD数数字字角角膜膜塑塑形形镜镜

近视7天摘镜 3D究竟奇在哪
初二女生小言近视200

度，配了3D数字角膜塑形镜
之后，回家每周都戴两三个
晚上，白天裸眼的视力一直
保持1 . 0。坚持了一个月之
后，小言只需每隔4天才戴
一晚上，期间视力一直为
1 . 0。

“真是太神奇了，我们
做梦也没想到这小小的3D

数字角膜塑形镜能有这样
好的效果！它不仅让孩子感
觉很轻松，成绩也提高了很
多！”

小言父母喜不向禁的
同时，还向同事推荐3D数字
角膜塑形镜。这对夫妇预约
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来爱
眼中心体验3D数字角膜塑
形镜的神奇功效。

初二学生戴一夜 视力4天全是1 .0

10岁女孩儿雯雯长着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可这
双明亮的眼睛竟是750度的
近视。“孩子上学就近视，戴
眼镜后镜子度数年年长，四
年级就近视成这样，照这样
发 展 下 去 ，我 们 真 害 怕
啊……”在矫正中心，带雯
雯前来检查的爷爷、奶奶忧
心忡忡。

试戴角膜塑形镜一小
时后，雯雯的视力当场就提

高了 4行。“真是这么神奇
啊，这好东西咱咋能不配
呢……”雯雯爷爷当场就给
孙女配了一副。

一周后复查，此时的雯
雯已经摘掉了眼镜，那双闪
亮的眼睛更显得楚楚动人。

“现在孩子的视力已经恢复
成1 . 0了，再也不用卡着厚
厚的近视镜了，我们都不敢
相信这是真的……”

10岁孩子戴1小时视力当场提4行

假期是学生治疗近视的最
佳时期，为让更多的近视青少
年早日享受到3D数字角膜塑形
镜这一国际最新近视矫正技
术，中国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
联合国内百家视光中心共同发
起“3D镜免费试戴行动”，活动
效果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本
次免费试戴活动详情请到亿宏
近视矫正中心咨询。

3D数字角膜塑形镜主要
针对2 0岁以内8 0 0度以下人
群，戴2小时，近视平均降100

度左右，戴第一夜，视力提高
了3行以上。

它根据配戴者眼睛系列
医学验光检测数据量眼定
做，一人一镜，专业定制，利
用无创伤物理方法矫治近
视，不伤害人体！

其独特的基弯和泪液之
间通过流体力学和推动力学
作用，促使角膜上皮细胞重
新分布，对角膜进行整夜长
时间健康定型，通过眼睑的
自然合力，改变角膜曲率，塑
造出一个健康正常的角膜，
最终获得裸眼全天清晰视
力，让配戴考 7天内摘掉眼
镜。 爱眼热线：7771099

★矫正效果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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