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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齐鲁名医下基层活动现场健康好礼不断

千千套套““二二十十四四孝孝””主主题题挂挂历历大大派派送送
本报12月9日讯(记者 代敏)

本周六的齐鲁名义下基层活动
现场好礼不断，不仅有由山东省
多能干细胞库联合圣玛佳宝妇产
医院提供的500个充电暖手宝，有
无棣盐业局联合齐鲁晚报提供的
500袋低钠盐，还有由滨州京城皮
肤病医院提供的1000套，以“二十

四孝”为主题的2015年精美挂历。
以上奖品均在义诊现场免费发
放，奖品有限，先到先得。

“我们医院作为本次齐鲁名
医下基层公益巡诊活动的承办
地点，我们绝对给参加义诊的专
家和广大患者一个温暖的场所，
更会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便

捷的就诊服务。”圣玛佳宝妇产
医院院长说。“患者来到齐鲁名
医下基层的活动现场，不仅要让
患者收获健康，还会让患者带着
好礼回家。”滨州京城皮肤病医
院院长说。

本次公益巡诊活动参与医
院有：山东省立医院、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济南哮喘
病医院、济南骨科医院、济南神
康医院、济南糖尿病医院、滨州
沪滨眼科医院、京城皮肤病医
院、沪滨眼科医院、慈铭体检中
心、万寿堂医院、树斌骨科医院
等。义诊专业包含：疼痛科、心内

科、妇科、妇产科、肠胃外科、甲
状腺外科、血液净化专业、眼科、
呼吸内科、精神科、骨科、糖尿病
专业、皮肤科、儿科、耳鼻喉科、
口腔科等。

望广大患者积极参与，在本
次齐鲁名医下基层的大型公益
巡诊活动中收获健康。

物物业业私私改改电电 业业主主担担费费用用
小区办公室称业主欠费数量太多，完全按照相关文件办事

近日，位于黄六渤五金鹏小区业主反映该小区物业在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将小
区内100多户业主的用电进行改造，业主交电费被告知要先交200元钱，否则不给照明。据
了解，该小区除此问题外，在楼道公共用电、物业费收取等方面，业主也存在质疑。小区
办公室对此事回应：“小区60%的业主拖欠电费，没有办法，至于物业等其他费用的收取
也是考虑成本后做出的，之所以收费上涨是因为考虑到线路耗损和维修等，原先收费标
准无法支付整个小区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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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改造后业主承担200元改造费 小区办公室：

业主缴费不及时

没有钱打理小区

据了解，金鹏小区是滨州市金
鹏纺织集团的单位宿舍，目前小区
管理由一位女士承包。记者联系到
滨州市金鹏纺织集团，得知该女士
收取的物业费现在不缴到公司，已
经没有关系了，而该女士解释说是
单位不给她交保险。

针对业主们反映的问题，该
女士说，之所以更换电表是因为
60%的小区业主不及时缴电费，。
因为原先的用电没法停电，每个
月过了26日后去供电公司缴费会
缴纳滞纳金，所以电费收不上来，
这部分费用她一直垫着。费用的
变化和收取，该女士说完全是按
照相关文件的最低标准收取，由
于化粪池清理、变压器维修等都
需要不少的钱。“往里面搭钱是常
有的事，这次改电，3个人干了5-
6天，人工费4000元，箱体改造费
1600元，其实每户缴200元不够，
自己还要搭钱。”

对于租房电费和公共照明费
高的情况，该女士并不隐瞒和避
讳，她说，因为租房的流动性较
大，有时候电费不缴就没人了，这
部分钱业主不会承担最后落在她
头上，同时为了小区的安全收取
高费也是控制向外租房。对于居
民反映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负责
人委屈地说，小区的卫生一般是
她请人来清扫，没有固定的时间
和地点，一次300元，本着小区比
较干净为原则，而楼道中则没法
覆盖，因为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请
人再去清扫了，更没有钱请保安。

在金鹏小区楼道门旁
贴着一个通知：“根据小区
情况进行了用电管理改
造，改造费用及电表、表
箱、改造费共计：2 0 0元/
户，望各住户速来小区收
费办公室结算，交清改造
费用后，领取用电卡。”据
悉，今年10月底，金鹏小区
的业主们发现，楼道里的
用电被改造了，平时抄表
交电费变成了刷卡，居民
王女士询问改造人员是否
收费，工作人员说别的小

区不要钱，不知道该小区
什么情况。

小区王先生说，用电
改造完成后，物业在每张
卡里存了20元钱，王先生
电费用完后，前去交费100
元并询问用电变为刷卡后
的收费问题，物业告诉王
先生以后再说。等王先生
再去第二次缴费时，被告
知要先交200元的改造费，
其中电表150元，人工费50
元。

王先生说按市场上来

看，电表1 5 0元是很好的
了，一个改造人员安装2天
就完成了100余户，人工费
能到5000元吗？王先生认
为，以前用电是六块五一
度，用电改造后，价格没有
改变，业主却独自承担了
200元的改造费。小区业主
段女士说：“物业在没有告
知的情况下就改造了用
电，以前收费好好的，现在
改了后一是不方便，二来
电费也不便宜，那我们为
什么要改？”

文/片 本报记者 谭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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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乱收费，丢电动车是家常便饭

该小区每栋楼共有七
层，住户1 4户，以前是每
户一个月承担一度电，后
来升到了 2度，前年底小
区办公室以大门口装监控
为由升到了3度，业主们认
为钱也不是很多，再说装
监控也是为了住户就默认
了，然而改造用电后，这
部分钱每个用户要缴5块
钱，业主孙先生认为，5块
钱也就是7 . 69度电，一个
小区1 0 0多户，一个月仅
这 部 分 的 钱 就 达 5 0 0 块
钱，收的钱都干什么了？
具体如何用的大家都不知
道 ，小 区 办 公 室 也 不 说
明。

对于业主而言，一度

电是六块五，楼道声控灯
每月要承担五块钱，然而
对于租房的人，一度电高
达8块4毛7分，而楼道声
控灯的电费每月分担 1 4
元。孙先生给记者看了一
张租房客于志田的缴费
单，上面卫生费1 2元、物
业费30元、电费66元(按8
块4毛7分算)、14元的楼道
声控灯费用。

业主反映，去年 8月
之前，卫生费和物业费一
个月一个住户缴费20元，
8 月 份 以 后 增 长 为 了 4 2
元，其中包括12元的卫生
费，3 0元的物业费，另外
每户按3口人计算，超过三
人的，每增加一人费用增

加4元。王先生说：“我的
孩子在外地上大学，家里
就两口人，如果依照这种
说 法 ，是 不 是 要 少 给 钱
啊？”郑女士拿了一张缴
费单给记者看，上面卫生
费和物业费 4 2元并额外
加了 8元，郑女士说家里
超过了3口人多交8块钱。

据业主反映，小区物
业服务也不好，连保安都
没有，丢电动车是家常便
饭，业主们都有怨气，院
子里一个月偶尔看到一个
人在打扫卫生，1 2月7日
晚上才安装了一个照明
灯，平时线路坏了也不维
修，楼顶漏雨也不管，要
维修还要业主自己掏钱。

业主在小区办公室前询问改
造费事情。

洗车店前结冰
路过老人滑倒

9日上午，市民王大爷通过社
区热线向记者反映，自己家住在黄
河八路建设小区附近，前几天的清
晨，自己从西门出来从南往北沿步
行道行走，路过一家洗车店门前
时，由于洗车污水结冰而滑倒，当
时左手腕和尾骨部位很疼，坐在地
上半天才缓过劲来，回家后发现已
经红肿。虽然没有骨折，但是毕竟
上岁数的人了，只能躺在床上静养
两天。

“我知道这件事情在法律上恐
怕没什么，更谈不上赔偿，但是我
觉得有必要提醒这些洗车店，不要
把污水流到步行道上，天气越来越
冷，污水结冰很危险。”王大爷说。

记者随后来到该路段，看到多
家洗车店生意红火，不少车辆虽然
是在室内清洗干净的，但是都停在
步行道上进行擦拭，有的工人还在
步行道上冲洗脚踏垫，污水就流到
了步行道上。

周围居民告诉记者，洗车不仅
造成路面结冰，而且车停在那擦拭
也占用了步行道，人们路过时不得
不绕行。针对此事，几名洗车店的
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前几天气温骤
然下降，所以最近来清洗的车辆比
较多，等不及在室内擦，只好在室
外进行，以后一定会注意，避免污
水结冰给路过的行人带来安全隐
患。 本报见习记者 王昊

城区苗木
穿“防寒衣”

本报12月9日讯(通讯员 孙
建琨 窦玉芹 记者 王领娣)

近日，气温持续下降，针对冬季低
气温，风速大，苗木易受冻害的实
际情况，市城管执法局园林处自
11月下旬开始，采取为缠裹草绳、
苗木涂白、搭设防风障、浇灌防冻
水等多种措施，给城区苗木穿上

“防寒服”，确保苗木安全过冬。
据了解，此次防寒工作主要针

对城区渤海十八路、渤海十六路、
渤海九路、渤海十一路、黄河十二
路等主要路段及文化广场、新滨公
园、五岳广场等主要广场游园内的
花石榴、百日红、樱花等花灌木，以
及大叶女贞和新栽植行道树采取
围裹草苫子、缠塑料布方式防寒，
远远看上去整齐划一，十分亮丽美
观；对黄河八路侧柏、北开河对接
白蜡采取搭设防风障防寒，对新栽
植行道树缠裹草绳，掩埋树穴的方
式进行防寒；对城区各路段的苗木
普浇防冻水。

在传统做法的基础上，今年
创新做法，首次在新立河西路(黄
五-黄八)路段的百日红采用了环
保型树木防寒杀菌剂进行树干涂
白，这种涂料不仅能增强树木抗
寒力，同时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
上越冬的大部分真菌、细菌和害
虫等，防寒治虫两不误。目前防寒
工作正在进行，预计到12月中旬
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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