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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给空调“洗澡”
亲，抓紧吧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王若松)

您想免费给家里的空调洗个澡
吗？赶紧扫描二维码关注“齐鲁晚报
读者俱乐部”微信吧！本报联合苏宁
共同发起的免费清洗空调活动报名
火爆，截止到12日下午5点，500个免
费名额还剩少量名额，想获得免费
机会的亲可要抓紧了哦！

“正愁着过两天停了暖开空调
怎么弄呢，就看见晚报组织这活动
了，真给力，赞一个！”12日上午8点开
始，96706便民热线就一直响个不停，
市民王女士打通电话后高兴地说。

本次空调清洗保养活动是本报
与苏宁联合启动的，主要就是为了
让读者们在停暖之后能用上干净无
菌的空调。活动将在3月份集中为
500个家庭免费清洗及保养空调。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报名家庭
住址限定在济南二环以内，每户免
费清洗3台空调，超出的每台特价30

元。此外，在上门服务时，工作人员
还将对您的空调用电环境、运行参
数、异常噪音及接插件紧固情况进
行免费检测，排除安全隐患。

因为通过96706便民热线报名
的200个免费名额已满，微信报名的
300个免费名额所剩不多，大家还可
以扫描二维码关注“齐鲁晚报读者
俱乐部”微信预约。

报名方式：扫描二维码关注“齐
鲁晚报读者俱乐部”微信(本文后)。
微信报名时一定要编辑注明：空调免
费清洗报名，姓名、联系电话、家庭住
址、空调台数(柜机、挂机各多少台)。

●133路增设烟台路腊山河东路站点 12日从市公交总公司获悉，为方便济南西站片区居民的出
行，济南公交133路增设烟台路腊山河东路站点，K156路增设腊山河东路烟台路站点。(孟燕 赵东云)

●坐99路公交摘草莓去！ 济南公交三分公司六队将适时加密通往历城区谢家屯草莓采摘基地
的99路公交班次，市民可乘坐99路至谢家屯站点下车。另外，由于近期机场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车辆
临时绕行虞山大道，99路机场路站点临时停靠10路公交。 (孟燕 刘乃兵)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孟
燕 实习生 李静) 杆石桥、
大观园、洪家楼、山东新闻大
厦……这些耳熟能详的站点
名却因为“同名不同站”，让不
少市民出行时犯糊涂。12日，
济南公交在“杆石桥”双向7个
站牌设置了导乘图，破解“同
名不同站”的难题。

12日，谈起“同名不同站”孙
先生一肚子苦水，他来济南工作
有一年多了，一般都选择坐公交
车出行。“顺河西街、民生大街、
经七路上都有杆石桥站点，一共
有7个站牌。”孙先生表示，刚来
济南时他在顺河西街的杆石桥

站下了车，想换乘102路，但怎么
也找不到站牌了。“后来才得知
拐个弯就到了，相隔也就四五百
米，但就是找不到，挺着急最后
只能打车了。”

济南公交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济南有3000多个公交
站牌，名称一般以济南市标志
性建筑、著名景点、道路名称
或商业网点进行命名。但是随
着城市的快速发展，部分公交
站名出现了同名不同站的情
况。“之前更改过一些站名，比
如将原山东经济学院站点更
名为山财大燕山校区，原齐鲁
医院站点更名为青年桥，K167
路原黄岗站点更改为黄岗路
无影山中路等。”

不过，站点更名操作起来
并不容易。一个站点更名要牵

扯到公交车站牌、报站名称、
线路图等统一变更，这将是一
个复杂的“工程”。另外，考虑
到历史、市民乘车习惯等，站
点更名后也会给市民出行造
成困扰。

12日，公交部门在杆石桥
附近双向7个公交站牌上设置
了乘车导乘图，破解“同名不
同站”的难题。记者注意到，新
设置的导乘示意图上，用绿点
标示出本站位置，用红点标示
出与本站同名不同站的位置，
同时每一个站点下方都将本
站经停的公交线路标示清楚，
让乘客一目了然。

“以杆石桥为试点，先看
看市民反响再决定是否更换
其他。”济南公交相关负责人
强调。

历下百岁老人每月

可领800元补贴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齐文文 杨洋) 12日，

记者获悉，历下区今年拿出1 . 6亿
元，保证社区居委会的办公用房面
积，让社区居委会能够更好地为居
民服务。

12日，历下区区长做客《政务网
络访谈》，就有关就业、医疗、教育、
养老和社保等民生领域的问题进
行了回答。今年历下区设立了5000

万元大病救助基金，保障低保群
体、低保边缘群体，和一、二级重度
残疾居民。

在高龄补贴方面，据历下区区
长宋永祥介绍，历下区凡是80周岁
以上，并且具有历下区常住户口连
续三年以上的均可申请。遵循年龄
越高补助越高的原则，无离退休金
老人每月补贴150元(区级补贴)；90-
99岁有离退休金老人每月补贴200元；
100岁以上老人每月补贴800元。如果
条件符合，拿着户口本、身份证复印
件到所在地居委会办理，如果行动不
便，还可以提供上门服务。

同名不同站，市民犯糊涂

““同同名名””站站牌牌试试点点设设导导乘乘图图

“狼”来了

资讯站

一万多人就近

办理身份证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刘雅菲)
12日，记者从济南市公安局获悉，

自实行居民身份证“全市通办”以
来，济南全市已有10606名居民就近
在非户籍地派出所办理了居民身
份证申领业务。

据了解，自2014年1月1日起，济
南市在实行居民身份证“全市通
办”，全市范围内的常住户口居民，
在办理居民身份证申领、换领和丢
失补领手续时，可选择到就近的派
出所办理，不必再到户籍所在地派
出所办理。对手续齐全，符合身份
证“全市通办”条件的及时办结，对
手续不全的一次性明确告知，严禁
以户口不在本辖区为由拒绝办理。

餐饮单位持证率

要达百分之百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齐文文) 近日，济南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孙法星
和相关处室负责人到12345接听市
民来电。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在
济南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范围内，餐
饮单位持证率将达百分之百。

孙法星透露，创建卫生城市，
所有餐饮单位持证率必须达到百
分之百。此外，孙法星表示，为了达
到这一目标，食药监局将会对餐饮
单位进行定期检查，由各县区负
责，对学校周边的小吃街进行全面
整顿。

权威认证守护科研品质

“家居科技产品的生产体系严
格遵循ISO9001质量体系管理要求，
更获得多项国际核国家的权威产
品认证。”

益之源 净水器获得NSF
International(中文翻译为“NSF国
际”)认证和美国水质协会认证。其
中NSF International制定的标准是
评鉴全球各地净水器效能最广泛
与严格的标准，并被美国国家标准
学会(ANSI)认可作为美国国家标
准。益之源 净水器系统已获得
NSF International三项重要标准认
证，代表高品质的效能，提供高品
质、安全的饮用水。

逸新 空气净化器由100余位
科研及技术人员历经75，000多小时
研发制造，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专利
或专有技术达55项。其性能通过了美
国家电制造商协会(AHAM)在香烟
烟雾、尘埃、花粉三个项目的洁净空
气量(CADR)评定，并获得其权威认
证。相关测试标准均为美国环保署认
可标准。同时，符合美国环保署核发
的ENERGY STAR(能源之星)节能
认证标准，确认其优异节能表现。

逸新 空气净化器在正式投
放中国市场前，在清华大学建筑环
境检测中心进行性能检测，其经测
试的固态和气态污染物的净化效

能达到A级。

全方位的生产品质保证

“在生产环节，家居科技产品
从人、机、料、法、环、测量等环节，构
建全面质量管理。”

优秀的产品必须依赖于优秀
的员工，每位员工必须经过严格的
岗位技能、质量培训并考核合格后
才能上岗。

家居科技产品采用智能装配
生产线进行产品组装和检测，先进
的防错系统和美国研发部设计开
发的功能检测装置，确保每一台下
线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原材料进入工厂，必须经质管
部实验室检验合格后才能放行。以
净水器为例，小到橡胶圈的尺寸测
量，大到滤芯匣的功能测试，无论
是塑料件还是电子部件，都需要检
验合格后才能投入生产。

生产的全过程还建立了严密的
质量过程控制点，杜绝任何一台未达
质量标准要求的机器流入成品。

生产过程有严密的追溯系统。
每一台产品所使用的主要零部件
批号，每一个关键零部件的出厂序
列号，均实时采集并存放于售后服
务数据库中，通过产品的序列号可
实现精确的追溯。

生产环境也采用洁净厂房的
设计，生产区域和外界隔离，实验

室还定期对生产区域的空气洁净
度进行检验和监控，以确保生产环
境符合规定要求。

高效服务守护售后品质

“家居科技产品已建立起全国性
的售后服务网络，安利公司在全国47

家店铺设立了售后服务中心。顾客只
需要将机器送到指定店铺，即可获得
一站式的2小时快速服务。”

在有安利店铺的城市服务范围
内，顾客亦可将机器送到任何一家安
利店铺(全国近300家安利店铺)，售
后服务人员将在1-3个工作日内完成
检测流程，维修完成后，公司以短信
方式通知顾客到店铺取件。

拨打家居科技服务专线报修

也是一种方式，售后服务人员会在
24小时内向顾客确认上门服务时
间与地址，并在1-3个工作日内完
成上门服务工作。

所有售后服务人员都必须经
过安利公司的统一培训及严格考
核后，方能获得维修资格。安利公
司还定期审查维修人员的整体表
现及服务水平，以保证售后服务的
专业和规范性。

为适应中国市场的使用习惯
及环境差异，美国总部及安利(中
国)研发和售后服务的联合团队，针
对性地开发了一系列专用设备工
具及标准维修技术流程。维修人员
可以为每一台净水器及净化器提
供快速有效的全面检测，提供完善
的故障解决方案。

品品质质生生活活，，需需要要一一份份““守守护护””
——— 安利家居科技产品的品质保障

出行事

这是一个人人追求品质生活的时代。人们终于幡然醒悟，所谓品质生活绝不是香车、美女、大House！
蓝天、碧水、空气好才是真正品质生活的“三宝”！
在这样一个环境污染还无法与我们绝缘的时代，该如何净享深呼吸、安心喝好水呢？
在安利的世界里，安利家居科技产品所秉持的科技含量、卓越品质和售后服务守护你我品质生活。
想亲手触摸品质生活的真相吗？就随我们一同见证这其中的奥妙吧。

12日，济南领秀城内一幼
儿园联合当地派出所民警举行
了一场逼真的防暴恐演练。

该园是为了让孩子遇到真
实突发事件能有正确的防范方
法，不至于惊慌失措，但还是有
几个孩子被吓哭了。

本报记者 周青先
王光营 徐文敏 摄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喻雯 实
习生 刘娇 韩清) 12日，济南市住
房保障管理局公布2013年市区房屋交
易登记情况。其中，二手房住宅网签
3 .69万套，同比增长79 .4%。从网签户型
来看，60平米以下的房源以35 .7%的成
交比例位居成交首位。刚性需求在济
南占据主导地位。

根据搜房网二手房数据监控中
心数据显示，2013年济南二手房价的
整体走势呈现持续上涨的态势。无论
是节令还是调控政策都未能阻止济
南二手房房价上涨的步伐。从年初至
年末，住宅挂牌均价逐月上涨，2013年
12月，更是达到了全年二手房挂牌价
格的最高值，首次突破万元大关，创
造了二手房月挂牌价格的新纪录。

去年二手房真火

网签了3 .69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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