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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丘丘旅旅游游还还需需做做好好““亲亲””字字文文章章
□夏海亭

日前，章丘市农业局、章丘
市旅游委联合推出章丘2015春
季农家乐采摘、植树系列活动。
章丘市作为省城济南的东大门，
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
富的旅游资源。去年却因种种因
素致使旅游产业萎靡不振。看
来，今年他们要打一个翻身仗。

旅游产业如何做大做强是
各地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发展

旅游产业、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是
本届政府的主要举措之一。旅
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分
支。做大做强离不开多方的努
力和奉献。

章丘市的旅游业规划科
学、特色鲜明。去年雨水少，泉
水游等经典路线揽客锐减。但
是其他景区一起发力，才托住
了全年的目标、收入。今年他们
早准备、早发力、早实施，为全
年旅游工作的再提速、提升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章
丘市旅游产业还有许多做大做
强的空间和外延：加快绣源河
项目的建设提升是当务之急；
加大与外地旅游集团 (局委 )的
合作；鼓励民间旅游公司加大
地接力度；发挥媒体优势，在周
边地市重点推介景区、文化建
设及两个文明建设成果；利用
外地章丘籍成功人士，点面结
合重点推介；利用外地来章丘
创业人士全面推介；推出系列

活动；建设好几个章丘市旅游
纪念品展销大厅；推出景区互
动、益智、亲子、亲水、亲山、亲
工业游；积极联谊知名网站、媒
体推出系列活动；积极与有关
文化公司合作，扩建影视基地、
大型娱乐场所；积极与影视公
司合作，力争大片选景章丘景
区等等。

谋事在人，成事在干。章丘
旅游，如日中天。旅游产业，还需
加力。摈弃偏见，远谋业展！

□刘曰章

随着城区规模的扩大和进
城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小区居
民对物业服务方面的投诉也日
益呈上升趋势。最为突出的就是
服务不及时和乱收费问题，往往
会导致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员之
间经常发生纠纷，并给日常生活
带来了极大不便。

大家都知道，省市有专门的
物业服务条例，也有细化的收费
等规章制度，为什么还会出现如
此的状况呢？据笔者仔细了解，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缺乏“紧箍
咒”-----即保证金制度。俗话
说：民不告，官不究。可是在现实
生活中，就是民告了，官究的时
候也得有“紧箍咒”才行，只是拿
着什么条条框框根本不管用。就
物业服务单位最初始成立来说，
应该和旅游公司一样建立保证
金制度，将一定比例的保证金

“押”存于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在
服务过程中出现服务不到位、不
及时和任性收费的瑕疵，主管部
门有权从扣押的保证金中先行
补偿给业主。待物业企业将保证
金重新补足以后才允许其继续
运行，否则将吊销其物业服务资
格或由业委会提前更换新物业
服务。之所以没有做到如此，才
出现了让物业时不时地就耍任
性绑架业主的情况持续上演，渐
渐地使物业公司更加肆无忌惮。
最终的局面是业主频喊冤枉，问
题久拖不决，矛盾经常出现。

业主交费就是买服务，交了
费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服务。物业
服务单位同样也是如此，收了钱
就应该好好服务，找这样或那样
的借口都不行，不能忘记自己的
职责所在。只有尽快建立保证金
制度就能够较好地杜绝这一情
况发生，也是制止物业任性的

“法宝”。

保证金可让物业不任性

读者来信

绣源河

□邱蕾

晚上和老父亲出门散步，
快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发现
绿灯正亮着，但不知会不会马
上亮起红灯，这样想着，脚步便
慢下来。可来到路口了，绿灯依
旧亮着，而另一方向的红灯也
不见变黄的反应。于是我便招
呼老父亲，趁着还亮赶紧过吧。
说着便先行一步迈上了人行横
道。可刚走出三米，红灯就亮
了。虽然左手边有几辆车正等
绿灯，它们需要几秒钟启动，要
快速过去还有时间，可右手边
虽没车子等信号，却有两辆车
从远处呼啸而来。再说这时退
回去也不方便，我便硬着头皮
向对面跑起来，引得那辆瞬间
呼啸而至的车子按了喇叭。

跑上对面的人行道，我停
了一会儿才回身去看，腿脚不
太利索的父亲也左看右看地过

了马路。有点后悔为什么不在
红灯亮起时赶紧退回去，那时父
亲肯定才走出一米多远，就用不
着这么狼狈仓促了。又有点埋怨
这信号灯的设置，存在着诸多不
合理不科学欠缺人性的关怀，有
的路口虽然很繁忙，车流人流众
多，却多年如一日的没有交通信
号灯，让人过马路时总是提心吊
胆东张西望，手心里捏一把汗。有
不少路口虽然安置了红绿灯，却
没有倒计时的设计，让人难以捉
摸，不知何去何从，是要加速前进
还是放慢速度，不明所以，实在
让人有点失望。

现代交通文明的进步，不
只体现在过往司机行人的表现
上，也体现在诸多硬件设施的
不断改进设置中，给大众提供
更多方便。让出行的人们能从
容前行，多份气定神闲，少了犹
豫纠结，在灯前不用猜，应是现
代交通文明的一个基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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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红绿灯何时不用再猜

厂房转让
厂房1800平，5T航车两台，办公室450平，土地七

亩，出租出售。地址：相公镇。

电话：13905419645

楼面出租
铁道北路中段，临街二楼，

面积200平米左右，水电齐全，价格面议。

电话：18853183293

吉房出售
宏昌西区一楼，127平米，还有小院子70平米，精装修，

位置佳，学区房，是居住与经商的理想场所，价格面议。

电话：13953123377

新 天 地 家 政
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清洁、地板打蜡、皮革沙发清

洁保养、拆装家具、洗拆窗帘、沙发套 疏通下水道、

热水器除锈、油烟机洗修、水电暖、太阳能维修
13953139204 柴经理

闽泉茗茶
铁观音、普洱、大红袍、金骏眉、正山小种、

福建花茶、各种绿茶 自产茶园 原厂正品
地址：铁道北路中段农贸市场对面

电话：83205566/18654568566

汇泉路中心地段三楼一千平米大厅对外招商，可用

于婚宴、培训、健身。黄金地段，独有资源。联系电话：

15614677888

搬 家

随缘搬家公司
鲁宏大道东首 张经理
电话：13869155118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空
调移机、货物装卸、水电
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装
卸、空调移安、拆装家
具、疏通下水道、公司移
迁、专业搬钢琴、收各种
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室
内外保洁，清洗油烟机，
换纱窗布、疏通下水道、

各种零活、钟点工 电
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13864157498高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 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架、
电线、电缆、开关、吸顶
灯 、多 用 插 座 。电 话 ：
8327261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批
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宏盛水电维修
上门维修水电、家电及
各种零活。13864163855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果
首页。13188895368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章丘总代理
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调
全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桃花山小区
西区写字楼一栋，东临
桃花山街，南邻铁道北
路，上下三层，共600余平
米，一层三套门面房(电
动卷帘，无框玻璃门窗)，
二三层可独立使用，水电
齐全。个人房产，非诚勿
扰。联系人：李先生，电
话 ：1 8 8 5 4 1 9 8 9 8 8 ,
13082747965。

转 让
诚招合作

现有经营8年的石油
化工类项目，为了更好的
发展，寻求有经济实力和
战略眼光的合作伙伴。电
话：13964076337。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监控工程
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
电话：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香港街
北 首 路 西 。电 话 ：
8095959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
门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

13854171965

招 租
福安路318号，三层

楼房785m2；赭山工业园
钢结构厂房1702m2，水电
齐全。电话：13705416427。

挂 失
姓名：赵庆峰
证件名称：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证件号码：3 7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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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今日章丘》
从2014年11月28日起,开设
时评版《百脉泉》,并面向
时评爱好者征稿。

《百脉泉》主要针对章
丘市政治、经济、文化及生
活领域的事件展开评论 ,

坚持“理性、友善、建设性”
原则 ,力求达到中肯有理 ,

为政府工作提供建设性意
见之目的。市民对生活中
遇到的各种现象如有所感
触 ,完全可以在这里一吐
为快。

热点新闻读者评 ,民
生大事大家议。本报时评
版开设“绣源河”栏目 ,请
大家评论 ,欢迎作为齐鲁
晚报《今日章丘》读者的你
拨打本报83322899新闻热
线或书面发送至qlwbjrzq
@163 .com邮箱 ,就当天你
最关注的新闻发表你的看
法 ,表达你的观点 ,倾诉你
的感悟 ,提出你的见解 ,或
者对新闻当事人进行互
动。无需长篇宏论,言简意
切即可 ,我们将及时选登
你的言论 ,与更多的读者
分享。

《百脉泉》每周二至周
五出版。请广大读者、社会
各界人士踊跃来稿 ,为章
丘市的社会发展添一“笔”
之力。

本报评论版《百脉泉》
投 稿 邮 箱 : q l w b j r z q @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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