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期营销秀，再增30个名额
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曲
彦霖) 由本报主办、烟台心悦
净水器有限公司赞助的“来玉
杯”小报童暑期营销秀首期活
动公开招募以来，吸引了众多
中小学生及家长。应广大家长
要求，本报在芝罘区范围再增
加30个名额。

11日，一位家长发来这样
一条报名短信：我家小孩是个
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男孩，1

米23的身高，较瘦。做家长的就
想锻炼一下孩子各方面素质，
谢谢关注。

希望孩子在活动中成长，
这是众多家长共同希望的。本
报往届小报童参加完营销秀
后，家长们发出一致的感慨：

“孩子长大了。”本报今年暑期
营销秀依然吸引了众多家长和
孩子的关注，应广大家长要求，
本报在芝罘区范围再增加30个
名额。

12日是首期活动报名最后
一天，8-15岁的中小学生均可
报名参加，不收取任何报名费。
活 动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1 5 5 6 3 8 6 0 6 2 2，1 8 6 5 3 5 8 7 1 9 3，

6272328；短信报名方式：编辑姓
名+年龄+住址+性别+身高发送
到报名咨询电话。

报名结束后主办方会通知
各位小报童培训、发放服装及
太阳帽等事宜。请已经报上名
的家长和孩子保持电话通畅。
正式售报时间暂定于7月15日，
首期售报活动为期15天。

活动开始时，本报将免费
提供30份《齐鲁晚报》，作为小
报童的启动资金，之后，小报童
根据自己的能力再批发《齐鲁
晚报》销售，卖报收入归卖报小

报童所有。
首期活动结束，将评出营

销金奖得主2名，每人将获500

元奖金；银奖得主8名，每人将
获300元奖金；铜奖得主20名，每
人获赠一份全年《齐鲁晚报》。

获奖的小报童均可参加一
次免费旅游。未获得奖金的学
生均可成为本报“营销小明
星”，并颁发证书。所有参赛学
生(中途退赛者不计)均可成为
本报“小记者”，一年以内可在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上刊登
作文。

雨篦子丢了，都说“不归我们管”
莱山区市政养管处的工作人员查看后称尽力解决

本报7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金夏瑞 实习生 赵雁宾 )
10日上午，市民马先生反映，

莱山区世纪华庭门前华庭路上
多处雨水篦子丢失，导致垃圾
堵塞，排水不畅。

记者10日在华庭路看到，
仅仅百米的距离就有3个雨篦
子丢失，还有2个雨篦子歪斜，

边沿路面也倾斜不平。井下里
满是塑料袋、饮料瓶……

住在附近的李先生说：“已
经好长时间了，一直没人管，晚
上这条路上没有路灯，我前天
差点掉下去。”车主张先生告诉
记者，他两个月前开车经过这
里时，雨篦子就已经没了。

进入雨季，排水道因为满

是垃圾，雨水无法顺利排出。不
少人担心，万一积水多了，无论
是对行人还是车辆都将构成不
小的隐患。

11日下午，记者就此事咨询
了莱山区市政养管处。工作人员
称，华庭路是南山集团负责修建
的，通常情况下，修建完工的道
路验收合格后都应办理一个交

接手续，将管理权移交给城管
局。“南山集团尚未办理这个交
接手续，我们也不方便管。”

记者随后与南山集团取得
联系，但得到不归他们管理的
答复。

不过，莱山区市政养管处
的工作人员还是去华庭路现场
进行了查看，并称会尽力解决。

网店“代看望老人”，问的多下单的少
有人觉得不放心；有人觉得可以，“能表达孝心就行”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刘
杭慧 实习生 李芳 ) 7月 1

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正式施行，将“常回家
看看”纳入法律范畴。新老年
法有了规定，新“对策”也很
快出来了。记者11日从网上看
到，不少网店推出了“代看望
老人”服务。

11日，记者在淘宝网上搜
索“代看望老人”，发现代看
望老人服务在北京、上海、浙
江等地较多，烟台提供此服务
的网店寥寥无几。记者和这些
网店店主交谈得知，网店的工
作人员大多是兼职，有大学生

也有上班族，年龄集中于25岁
左右，提供的服务一般是同城
服务。

名叫“半小时跑腿服务公
司”的店家告诉记者，他们在
烟台也有工作人员，主要推出
代购、代送、代跑腿、代看望
老人服务。

代看望老人怎么收费呢？
店家称，每小时3 0元，从服务
人员出门那刻算起，如果需要
一天 8 小时看望老人的话收
2 0 0元，2 0 0元封顶，车费算在
服务费里。店家还说：“7月1号
之后，询问的代看望老人的顾
客变得越来越多。但是，大多

数人只是询问，真正下订单的
几乎没有。”

虽然只是陪老人聊聊天，
但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就上门
吧？记者询问工作人员是否经
过相关培训时，卖家称，“我
们不是专业的家政服务公司，
我们只是有时间就帮别人干
点活儿，而且双方合作要彼此
信任。”店家还告诉记者，此
项服务有双向选择权，如果工
作人员没有时间，他们也会拒
绝提供服务。

市民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小杨是在上海工作的烟

台人，由于刚到单位工作比较

忙，他很少回家。虽然知道网
店有代看望老人服务，但他觉
得网上的陌生人没法知根知
底，让他们去看望老人存在一
定风险。

“虽然我对这个服务不是
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可以让他
们帮忙照看一下老人，也能表
达我们的孝心。”已经两年没
有回家的李先生说。

“其实我觉得，有需要才有
供求。既然这个服务现在能出现
这么多，肯定是有人需要。花费
不多，还能帮自己看望父母，何
乐而不为呢。”老家是泰安的孔
女士笑着对记者说。

1 .《齐鲁晚报》烟台记者站 联
系人：张先生，联系方式：6272328，地
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
厦16楼1606室；

2 .芝罘东工作站 联系人：魏主
任，联系方式：15563860788，地址：进
德路付15号(进德老年公寓西15米)；

3 .芝罘南工作站 联系人：张站
长，联系方式：15563860711，地址：青
年南路115号内3号(烟台三中分校东
50米路南)；

4 .芝罘西工作站 联系人：刘站
长，联系方式：15563860708，地址：环
海路23号(国家电网与石油库夹道直
走广播电视台印刷厂院内)；

5 .凤凰台工作站 联系人：宋站
长，联系方式：15563860779，地址：珠
玑中路宏润装饰材料市场2区7号；

6 .莱山工作站 联系人：王站
长，联系方式：15563860700，地址：莱
山区澳柯玛大街3号东宝产业站点下
车，东海驾校路口里走200米；

7 .西部(开发区、福山)工作站
联 系 人 ：李 站 长 ，联 系 方 式 ：
15563860770，地址：开发区珠江路金
城小区25号；

8 .牟平高新工作站 联系人：孙
站长，联系方式：15563860673，地址：
宁海大街657号东巷内(百盛烧烤旁)。

格相关链接

现场报名点如下

为了落实区教体局关于学校应付校车突发事件的防范措
施，提高学校和全体师生处置突发安全事件的能力，增强学生
的交通安全意识，牟平区玉林店镇中心小学近日举行了校车安
全应急演练活动。通过本次活动，学校师生掌握了校车发生突
发事件的应急方法，提高了学校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通讯员 丛章玲

10日上午，眼科专家走进芝罘区幸福街道办事处福学街居民
委员会，为居民们进行现场眼科义诊。义诊活动共为80余名居民免
费做各项眼部检查，给居民们带来了一次“在自家门口免费看医
生”的体验。

通讯员 初君梅 刘岩
本报记者 蒋慧晨 摄影报道

关爱孩子 关心居民

本期值班律师：山东信力源律师
事务所律师 胡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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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福山区李先生：我在福山区一小
区购买一套房产，该楼是一梯三户，
走廊约有8米长。近期发现，邻居居然
把走廊砌起了墙、装上门锁，把约4米
长的走廊划归己有。我询问开发商，
工作人员介绍，小区房屋属于公摊面
积，任何人不能占用或改变用途。后
来又联系物业，物业与这名邻居联系
无果。请问，邻居把公用走廊占用属
于违法行为吗？我该怎么办？

胡宇程律师：公摊面积由两部分
组成，包括公共走廊、电梯井、楼梯间
等处。任何人不得侵占或改变公摊面
积原始设计的使用功能。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和相
关规定，对于公共走廊等公共通行部
分，各业主都掏钱了，拥有共同所有
的权利，业主共同管理和使用。李先
生的邻居擅自占用公共走廊，侵犯他
人权益，有恢复原状的责任。

法律服务栏目将依托本报法律
援助服务队，为市民提供权威的法律
知识解答。需要法律咨询的市民可拨
打电话：0535—6879086或发短信至
1 5 1 9 2 2 3 9 3 1 5，也可以加栏目记者
QQ429542640；最好是将咨询问题通
过邮件形式发送至邮箱：qlwbwyk@
vip. 163 .com。

本报记者 王伟平 整理

邻居私占公摊走廊

业主有权要求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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