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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7岁岁直直率率女女孩孩倾倾心心上上进进阳阳光光男男
不要车，不要房，只要他有上进心

好脾气姑娘看过来

风趣小伙愿逗你笑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王伟平
韩逸 实习生 王辕 戴家城）
本报“爱在春天”相亲会自开启

以来，就赢得了市民的广泛关注。
不少在外地工作的小伙和姑娘，也
都通过烟台的亲朋好友帮忙报名
参加。8日，在烟台工作，目前被外
调到马来西亚的杨先生也想通过
本报相亲会，寻找一位性格好、脾
气好的姑娘。

8日，家住芝罘区目前在马来
西亚工作的杨先生致电本报说，通
过网络看到本报相亲会心里痒痒
的，希望报名参加相亲会，寻觅一
位家教好、脾气好、年龄相仿的女
孩。杨先生介绍说，他是土生土长
的烟台人，1988年出生，身高1 . 74

米，在烟台本地一家公司做销售策
划，月收入4000元左右。而父母都
已经退休，目前因工作需要，外调
到马来西亚一年。

喜欢踩单车、打篮球和翻阅文
史类书籍的杨先生，十分健谈且风
趣，平常还喜欢做饭，拿手好菜是
煎鸡蛋。“之前住在父母房子里，如
果找到合适对象，我将赶快买房结
婚。”杨先生说。

对于女方条件杨先生并没有
太多挑剔，不管是烟台本地还是外
地人，只要她身高在1 . 58米到1 . 7

米，性格乐观善良、有主见、度量大
就好。“年龄不是问题，地域不是距
离，只要看对眼了，身材可以不
计。”杨先生有幽默地说，“最好是
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和谐的家庭
氛围，这样或许会更易理解和体谅
双方吧。”

刷卡乘电梯

是为了小区安全
对于刷卡坐电梯，该小区的物

业日樱物业公司办公室的徐主任
解释说，“这三栋楼都是27层楼的
开放小区，直接在马路边上，加上
户型多，有很多都是租户，所以有
很多外来人可以直接进去。我们考
虑到小区的安全才让大家刷卡乘
电梯的。关于电梯的安全性，维保
单位都会定期检查维护，物业安保
也会24小时值班。

本报记者 张倩倩

报名点一：
芝罘区火车站义乌商贸城，详情

咨询王女士，电话:15098587251

报名点二：
开发区彩云城三联家电，详情咨

询衣先生，电话:18253592146

报名点三：
美特好购物中心幸福中路店，详

情咨询张女士，电话:15053502593

报名点四：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牟平发行

站(宁海大街商业大厦西50米路北百
盛烧烤旁 )，详情咨询刘女士，电话 :
15563860679、15098581036

报名点五：
日日顺家电福山店(福山福海路

振华广场旁)。详情咨询王女士，电话:
13465561669、15666052089

报名点六：
齐鲁晚报烟台记者站(润利大厦

1 6 0 3室 )，详情咨询张女士，电话 :
18253563608、6879060

报名点七：
烟台银座商城莱山店，详情咨询

李女士，电话:18253592262

报名点八：
莱山区科达电脑门市部(烟台大

学西门对面烟台银行旁)，详情咨询
王先生，电话:15653829649

本报相亲会

八处地点可报名

咨询电话：15666052089

活动时间：4月18-20日

装装修修用用电电梯梯，，先先交交““特特约约服服务务费费””
业主认为物业变相收取电梯使用费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于明红 张明媛） 2楼以上
的住户装修，要先交“特约服
务费”才能用电梯，这让芝罘
区通世新城·优山美地的业
主很无奈。

业主林先生今年3月底
开始装修，装修前到物业办
理装修许可证时，被告知要
先交493元的“特约服务费”。

“物业说2楼以上的住户
装修，要先交‘特约服务费’
才能用电梯。”虽然觉得物业
收费不合理，但为了拿到装
修许可证，林先生还是交齐
了服务费。

据了解，优山美地是芝
罘区通世新城的二期工程，
和林先生一样正在装修的业

主有不少。
“我们这儿多层的物业

费是每月0 . 9元/平方米，小高
层因为包含电梯费，物业费是
每月1 . 3元/平方米。‘特约服
务费’以建筑面积为基础，逐
层递加。”业主宋先生说，为了
装修也交了“特约服务费”

9日，记者联系到优山美
地物业服务中心，物业的刘
经理称，业主交“特约服务
费”都是自愿的。

一位姓董的工作人员
说：“我们给业主提供了搬运
装修材料的小推车，业主在使
用电梯时，还有物业的安保人
员提供服务。”这位工作人员
表示，物业和业主之间已经达
成协议，“特约服务费”的收取

是经过业主同意的。
对于物业的解释，业主

们并不认同。“我们和物业之
间没有签协议，这些费用也
不是业主们自愿交的。我们
有装修的师傅，不需要物业
提供服务。”业主林先生说，

“装修半个月了，没有安保人
员提供服务，用的小推车也
是自备的。”

对此，烟台市物价局一
位姓徐的工作人员表示，电
梯使用费包含在物业费中，
物业公司不能重复收取。对
于“特约服务费”物业必须在
与业主达成协议以后才能收
取，如果业主不需要物业提
供服务，物业公司就不能收
取服务费。

刷刷卡卡乘乘电电梯梯““卡卡””住住了了便便利利
小区电梯“锁定”楼层，住户感觉很不方便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张
倩倩）“这个电梯卡只能到
自己家所在的楼层，一旦忘了
带卡就回不了家。”家住莱山
区绿色家园小区的赵先生最
近有些恼火，就因为忘带电梯
卡让他回不了家。对于绿色家
园51号楼至53号楼电梯上多出
来的这道“关卡”，物业说初衷
是为了安全。

9日，记者来到绿色家
园52号楼，当记者试图乘坐
电梯上楼时被一位住户告
知“没有电梯卡上不了任何
楼层”。该小区的51号楼、52

号楼和53号楼的住户都得刷

卡乘坐电梯，有电梯卡的住
户，也只能到达自己家所在
的楼层和4楼的晾台。

家住51号楼6层的李女士
无奈地说，“锁定”楼层，只能
到自己家门口，其他楼层没法
去，除非走楼梯。“邻居间走动
很不方便，有快递也得自己下
来拿，家里叫的大桶水也得亲
自下来接。”另外，卡丢了还得
花10块钱去物业补办。

在53号楼前，一位60多岁
的老人忘了带卡，正在等待其
他住户想跟着一起坐电梯。老
人住在17楼，只能坐到几层算
几层，再爬楼回家。

除了这些不便，有的住户
还有其他的担心。“比如我家
住26楼，我父亲一旦生病需要
1 2 0救护车，我也得去楼下
接。”一位住户说，虽然意外总
是少，但不能排除一些突发状
况。“再如，电梯突然坠落，把
所有楼层的数字都按亮的话，
可能会使电梯停止坠落，但我
们手里的卡只能到2个楼层，
到时候怎么办？”

记者仔细看了下，电梯里
有在烟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登记的“电梯使用标志”，还有
检验单位、维保单位等，下次
检验日期是到2015年7月。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王伟
平 韩逸 实习生 张倩倩
张秉莲） 9日，市民刘女士来到
本报“爱在春天”相亲会报名点
报名。身材高挑，阳光直率的她，
在黄务一家公司做会计，希望通
过本报相亲会，找一个干练稳重
的上进阳光男孩。

家住芝罘区市中心的刘女
士，1988年出生，身高1 . 71米，性
格开朗、率直，有些小脾气。在家
里，她爱下厨做菜，喜欢给自己
和家人做一顿丰盛的美食。刘女
士说，大学毕业之后，她就在黄
务一家公司做会计，月收入近
3000元。“现在每天的空闲时间
比较多，可以更好地顾家。”

“我喜欢阳光运动型的大男
孩，”刘女士说，“最好是干脆利
落的男孩。希望他能风趣幽默，
积极上进，有事业心和责任心，
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原来，刘
女士的父亲曾是一名警察，她也
比较欣赏干脆利落的男人。

谈到寻觅对象的标准时，刘
女士微笑地说，希望他身高在
1 . 8米左右，户籍最好是烟台的，
可以没有房和车，但要有上进
心。在家偶尔帮忙做做家务，能
包容自己的缺点，愿意陪她一起
吃点零食、陪她一起欢乐，陪她
看最美的风景。

装修过程中，业主的装修材
料或者建筑垃圾都只能通过电梯
搬运。 本报记者 于明红 摄

27岁的刘女士开朗爱笑，待人温柔。本报记者 韩逸 摄

物业说法

师生齐动手

扮靓新校园

本报4月9日讯 (记者 张晶 )

草长莺飞的季节，牟平文化中
心小学开展“我的校园我做主”
活动，孩子们用双手扮靓自己的
校园新家，该种多少小树苗，在
哪儿种，文明标语怎么写，全由
学生说了算。

8日，课间活动时间，孩子们
便开始种植小树苗，在老师的指
导下，孩子们先拉好直线，撒上
石灰，每棵树苗间保持固定间
距，保证树苗“根正苗直”，有学
生扶着树苗防止倒下，浇水的浇
水，培土的培土，忙活了一阵子，
白蜡、栾树、樱花、玉兰等多个树
种共300多棵树苗被孩子们稳稳
地种在校园里。

牟平文化中心小学大队辅
导员都英杰说，去年 1 1月份，学
校迁了新址，校园一直如张“白
纸”，还未整体布置，春天到了，
学校开展“我的校园我做主”综
合实践活动，力求让学生参与到
学校管理中，用自己的双手为校
园营造温馨、和谐、绿色的学习
环境。

都英杰告诉记者，除了绿化
校园外，学校还举行了书画长廊
活动，让孩子们自己动手绘画，
老师将学生中优秀的绘画挑出
来，用相框裱起来，挂在校园的
走廊里，有充满童趣的儿童画，
栩栩欲生的人物画，还有怡人秀
丽的风景画，油画、国画、素描、
采砂画、剪纸等风格各异，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艺术熏陶，
演绎出明媚春光里的一抹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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