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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淄博博““驴驴友友””鹤鹤伴伴山山失失联联六六天天
每天有100余人搜山寻找，但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特殊育龄人群

有了绿色通道

为了育龄妇女健康查体的顺
利完成，翟王镇计生办联合各个
工作片和村委会，对于不同的情
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为特殊育龄
群众开设绿色通道，着力推进
2015年度计生查体服务工作。

一、由工作片计生查体工作
负责人联系各村育龄妇女查体工
作的村干部、专职主任，集体组织
体、弱、病、残的特殊情况的育龄
妇女统一乘车到计生办进行查
体。二、由计生办提前安排专人负
责接待并且优先进行登记、B超
检查和销号工作。

开辟特殊育龄群众查体绿色
通道，不仅提高了此次查体工作
的效率、缩短了查体的时间，而且
彰显“以人为本 优质服务”的计
生服务特色，使更广大的育龄群
众享受更好的计生服务政策。

韩娟 孙兆成

开展计划生育

集中服务活动

翟王镇召开了8月份计生例
会，认真开展计生集中服务活动，
确定职责，明确分工。加大村级目
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力度，各村
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并由村
专干负责掌握重点人口的信息核
查和查体督促工作。

强化协调，认真排查。进行认
真排查，对重点人口的信息要进
行详细采集，做到底数清，排查、
监管到位。

强化措施,严格考核。所有参
与此次集中服务活动的工作人员
要思路清，工作勤，严格按考勤及
工作效果来进行考核，切实做到
公平、公正，为全面完成上级下达
的各项计生指标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韩娟

打造计生便民

服务窗口形象

“计生服务站为老百姓想的
真周到，不仅可以办理计生方面
的事情，问起其他的事情，工作
人员也有问必答”董徐村村民牛
玉平笑着说。

今年以来，翟王镇党委、政
府关于转变服务意识，提高工作
效率的要求，强化服务意识，推
行阳光计生，着力打造政务公
开，公开政策法规、公开办事程
序，接受社会监督，增强工作透
明度，方便群众办事，树立计生
亲民新形象。服务大厅设立了免
费药具发放、流动人口办证、常
住人口办证、法制宣传等计生服
务窗口，打造计生窗口新形象；
在办事过程中对于资料齐全、符
合规定的事项，实行当场办结；
对于需要深入调查或资料核查
的事项，实行限时办结；群众遇
到难题时，善于站在群众的角
度，为其排忧解难，真正做到服
务群众、方便群众、温暖群众。这
些优质服务的开展，不仅转变了
干部工作作风，方便了群众办
事，提高了工作效率，更赢得了
群众的称赞。

韩娟

电电表表倒倒着着走走，，用用电电量量成成负负数数
渤海国际西广场部分商家表示不知道电费该咋交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王
领娣 谭正正) 最近，渤海国
际西广场刚开业不久的几户
商家发现电表走得很不正常，
有的电表已经掐断了电也在
走，有的还出现倒走的现象，
但是物业却按照电表的负数
收费。业主质疑他们的电表出
现问题，不知道电费该咋交。

18日，记者在渤海国际西
广场看到，周边商户的电表盒
都集中在一起，电表盒上不断
地闪烁着每户电表的已用电
量和剩余用电量，仔细一看，
104#电表盒显示已用电量为-
2 6 9 . 1，还有几户电表显示-
0 . 4、-0 . 6，但奇怪的是，104#
电闸上写有一个“停”字，而且
下方的绿色和红色电线均被
剪掉。为什么电表会显示负
数，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周边
几家商户。

说起电表的问题，东方豪
客店长袁先生还一头雾水，8
月14日，营业期间突然停电，
袁先生紧接着去物业查看是
否出现问题，但竟被告知，电
表出现了问题，三块电表分别
欠费，103#欠费7800元,113#
欠费11000元 ,114#欠费3300

元，“电费都是预交，出现余额
不足的情况，电表会自动断
电，怎么会出现拖欠电费的情
况呢？”袁店长无奈地说，不缴
电费物业就不给继续送电，

“我们还要继续营业，怎能不
将电费先缴上。”

其实类似的情况并不是
第一次发生，东方豪客经理徐
先生说，今年5月份已经发生
过类似情况，“当时也是电表
出现负数，物业说出现这种情
况时因为电表缺少一个脱扣
器，但他们说事后已经安装上
了。”当时他去补缴电费还跟
物业开玩笑说，不会再出现这
样的情况了吧，从5月份到事
发前也正常缴过几次电费，

“可谁知才过了几个月，竟然
又跟我们说欠电费2万多。”

记者从一家咖啡店了解
到，电表出现负数的情况他们
也存在。店内的老板说，刚开始
他租房子后装修，当时的电表
已经走了800度，将这一情况告
诉了物业，元旦试营业后，用电
一直是通过插卡。因为电表盒
就在自家店旁边，所以他没事
了会去看看用了多少度电，有
一次竟然发现用电量显示为负

数，再后来卡里的钱充不进去
了。该店主找到物业，物业说负
数就是用电量，这种现象正常，
直到今年5月份，该店主表示他
的电表成了负的3900度左右。

“电表走负数，我肯定不放心，
准不准啊，而且我的用电量我
自己预计根本达不到这个度
数，但是还是要做生意啊，最后
交了5000元左右的电费。”该店

主说，这期间还经常无故停电，
有时一天能停七八次，很影响
做生意。

随后记者来到宏泰物业，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经
理外出办事了，回来后会主动
联系，直到记者发稿之前仍没
有接到该物业相关负责人的
电话。

104#电表用电量显示为负数。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
运恒 谭正正) 14日以来，一
则鹤伴山驴友失联的帖子被广
泛关注和传播。13日，淄博的

“驴友”程先生独自驾驶摩托车
前往邹平县鹤伴山后失联，六
天来，失联者家属、自发组织的

“驴友”、公安部门、蓝天救援队
等100余人在山上寻找，至今仍
然没有任何音讯。

程先生今年 5 3岁，身高
1 . 72米，平日里喜欢外出爬山。
13日一早，程先生收拾好行李，
跟家人说了一声就独自一人驾
驶摩托车去邹平县西董镇的鹤
伴山了，但是当天晚上一直没
有回家，也没有与家里联系，家
人开始担心，并于14日赶赴邹
平报警并开始寻找。“我爸出门
的时候穿得衣服可能更换过，

但是背着一个荧光绿的登山
包，还带着一个蓝色的瑜伽
垫。”

14日，当地警方根据监控，
在一个已经荒废的名为神女峰
度假村的地方找到了程先生的
摩托车，但是没有发现程先生
的踪影。程先生家曾经通过手
机定位，发现手机信号来自于
鹤伴山景区。公安部门、旅游部
门及程先生的家属也开始在山
上进行寻找，随后附近蓝天救
援队的队员们也开始在山上进
行全面搜寻。

滨州蓝天救援队的一名队
员说，17、18、19日三天来，滨州
蓝天救援联合莱芜、淄博的蓝
天救援队约50名专业搜救队员
一起在鹤伴山上开展了全面的
搜救工作，18日还利用无人机

在景区进行寻找，任然没有任
何线索。来自淄博市城际救援
队，以及附近滨州、淄博、章丘
的“驴友”也都自发登山寻找。

程先生的女儿告诉记者，
14日以来，每天都有大批志愿
者“驴友”帮忙寻找，每天差不
多都有100余人参与搜寻工作，
但是奇怪的是没有发现任何蛛
丝马迹，“一点线索也没有，急
坏了一家人，如果有人发现一
丝线索尽快联系我们。”

鹤伴山景区的一位商户
说，程先生是从神女峰度假村
上山的，那个度假村因经营不
善现在无人管理，属于从“野
路”爬上山，而且鹤伴山山势险
峻，正值夏季，山上草木繁盛，
搜寻起来肯定很难。而据了解，
近年来，并没有出现鹤伴山“驴

友”失联的事件。
程先生家属希望知情者积

极提供线索，程先生家人的联
系电话：13589488586。截至19
日晚9点，仍然没有程先生的线
索，搜寻工作还在进行。

康康家家小小区区怪怪通通知知原原是是物物业业制制作作
本意要转达“城中村畜禽管理整改通知”，却把话说狠了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王
璐琪) 近日，出现在康家小区
南区门口的不准养狗通知引
起业主的疑惑，十天不将自家
狗送出，真的会有“上级捕狗
队”来将狗打死或带走吗？市
西街道办事处宣传办表示，这

是康家小区物业言辞不当，本
身是为了小区和城市的环境
整洁。

在康家居委会，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小区里的黑
板已经撤掉了，康家小区物业
实际是希望能用严厉一点的
话让业主引起重视，看管好自
家的宠物。”市西街道办事处
的宣传办也证实康家小区不
准养狗的小黑板是物业下发
的，因为在创建文明城市阶

段，滨城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
一个《关于加大城中村及城边
村畜禽管理整改力度的紧急
通知》，要求城中村不准饲养
畜禽，8月5日前取缔城中村饲
养的所有畜禽，宠物实行圈
养。

有散养畜禽及宠物的城
边村，8月5日前确保做到所有
畜禽及宠物在家中圈养，在街
道、路边、村内外等场所不得

有散养畜禽及宠物或违规养
殖现象。

康家物业本意要转达此
通知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加引
起业主的重视，起到更好的效
果，便把话说狠了。市西办事
处宣传办表示，没有捕狗队会
将狗打死或带走，康佳小区物
业初衷是好的，只是措辞不
当，但是希望小区居民能重视
环境问题，为了大家良好的居
住环境，营造好的生活氛围。

为了确保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滨城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领导小组办公室7月31日向各乡镇(街道)下发《关于加大城中村及
城边村畜禽管理整改力度的紧急通知》，对违规养殖进行管理整改。

《通知》要求，城中村内不准饲养畜禽，8月5日前取缔城中村饲养的所有畜禽，宠物实行圈养。有散养畜禽及宠物的城边村，8月5日前确
保做到所有畜禽及宠物在家中圈养，在街道、路边、村内外等场所不得有散养畜禽及宠物或违规养殖现象。

所有圈养的动物必须依法、定期接种强制性免疫疫苗(口蹄疫、狂犬病、禽流感等)，宠物、鸟类等动物的粪便污物要及时填埋，对饲养场
所应定期消毒。带宠物外出时，必须有效拴系保定或置笼具内以防伤及路人。 本报记者 王璐琪

小区通知禁养狗

城中村饲养畜禽实行圈养

程先生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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