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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户户漏漏水水，，整整个个楼楼交交不不了了暖暖气气费费
联系不到房主，邻居们可急坏了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张
倩倩 ) 自本报开通“问暖热
线”以来，打电话咨询、反映问
题的市民很多。2日上午9时许，
家住芝罘区奇山西街的李女士
拨打本报热线6610123，称她住
的单元楼有一户居民家试压出
现漏水，供热公司联系不到房
主，无奈把整个单元楼供暖的
总阀关闭，而且其他住户也交
不了暖气费。记者通过居委会
联系上了家里漏水的房主，房
主称会尽快去处理此事。

“我们这个楼有一户漏水

了，其他居民暖气费都交不了，
供热公司说暂时不收，要是供
不了暖怎么办。”奇山西街附13

号楼的李女士向记者诉苦，她
最近刚生完孩子，担心这个冬
天供不上暖，大人孩子跟着遭
罪。

据李女士介绍，由于试压
期间，她所在的单元楼有一户
漏水，供热公司的工作人员也
联系不上房主，所以只好把整
个单元楼供暖的总阀关闭了。

记者了解到，出现漏水的
房主把房子租出去了，房主很
少回来，最近租房子的人也没
有见到，好几户邻居都没有房
主的联系方式，眼看着要供暖
了，楼上楼下的居民很着急。

记者致电华阳热电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该单元楼有一
户因私自改管导致漏水，他们

也通知房主本人来服务大厅处
理，但一直没来处理，为了减少
漏水造成的损失，只能把整个
单元楼的总阀关闭，等待房主
处理维修。

随后，记者将此情况反映
给该单元楼所属的奇中社区居
委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积极
联系了该房主，房主说会尽快
回来处理漏水事宜。

华阳热电的工作人员介
绍，因为私自改管导致家里漏
水的情况非常多，个别居民随
便找不专业的水暖工来安装暖
气管，很容易导致接口、阀门不
紧实，试压时漏水给楼下居民
带来了损失，自己还得赔偿，可
以说是得不偿失。

在“问暖热线”中，莱山区
迟家的居民反映，小区换了供
热公司，小区还有一些方面在

施工，居民至今还未接到交暖
气费通知，担心供不了暖。记者
了解到，今年迟家由500供热公
司供暖，由于其他部门单位在
施工，过几天就张贴缴费通知，
请居民留意单元楼的通知。

与迟家一样，初家小区原
来由村里自己供暖，今年由东
昌供热接管，但小区居民一直
没有收到交暖气费的通知，担
心两家供暖单位是否没交接好
而影响了居民供暖。对此，东昌
供热的客服称，初家小区今年
能供暖，只是新接的小区需要
轮着收暖气费，让居民耐心等
待缴费通知。

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在供暖
中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您家的
暖气系统遇到了一些难题，请
继续拨打本报“问暖热线”158-
6648-5089咨询。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王
永军 ) 记者从烟台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了解到，该局近日连
续截获入境旅客携带肉毒素类
化妆品，肉毒素类美容产品通
过旅客携带入境现象呈现增长
趋势。市民出国旅游购物前应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以免入境
时携带禁止携带入境物品被扣
留或罚款而造成不必要的财产
损失。

肉毒素又称肉毒杆菌毒
素，因具有除皱美容的功效被
广泛应用于医学美容、整形等
领域。但肉毒素其本身具有极

强的毒性，在肉毒素类产品的
生产加工过程中，为了保持其
生物活性，不能采取高温消毒
等彻底的消毒措施，因此有可
能造成病原体的残留，对人体
健康造成威胁。

按照《出入境特殊物品卫
生检疫管理规定》，肉毒素属于
特殊物品范畴，需要经过检疫
审批才允许入境。

检验检疫部门提醒，出国
旅游购物前应了解相关法律法
规，以免入境时携带禁止携带
入境物品被扣留或罚款而造成
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带带点点化化妆妆品品入入境境，，咋咋还还被被查查了了？？
肉毒素毒性强，需检疫才能入境

近日，莱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传来喜讯，该校三名学生的发明
制作，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认定后，评审为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三个获专利的学生
作品分别为该校于滨豪同学发
明的《一种拖把》，王甫伟同学发
明的《一种勺子和筷子组合式餐
具》，辛玉婷同学发明的《一种方
便清理的发梳》。

通讯员 姜金胜 本报记
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王
永军 ) 记者从芝罘区财政局
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全区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22 . 7亿元，其
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
障等民生支出完成17 . 7亿元，
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78%。

在教育方面，芝罘区拨付
资金7000多万元，用于姜家疃
中学、军民小学、南山路小学等
学校建设及校舍加固；及时足
额保障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
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由每生
每年4200元提高至6000元，提
前一年达到国家要求；为4000

余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助

学金。
在社会保障方面，拨付资

金1 . 2亿元，及时落实就业、义
务兵优待等政策，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人均年补助标准由2014

年35元提高到40元，居民医疗
保险政府补贴标准由每人每年
320元提高到380元。

投入730万元，用于独生子
女家庭、新生儿参加城镇居民
医疗生育缴费补助以及计划生
育失独家庭四关爱和一次性慰
藉救助等工作。

城市管理和和谐社会建设
方面，拨付资金1 . 19亿元，用于
道路保洁、绿地养护、城市环境

综合整治等支出；安排资金
1280余万元，用于推动天网工
程建设、配备警用防护装备，推
进检察院廉政教育基地升级改
造等，为法院配备安检大厅设
备及改造监控中心、安防系统
等。

芝罘区财政局还围绕支持
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重点产业
发展，创新财政扶持方式，综合
运用PPP、投资引导基金等形
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
放大效应，促进投资机构和社
会资本进入产业投资领域，推
动全区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此外，充分发挥财政监督

检查、政府投资评审、政府采购
等职能作用，严格财政支出监
管，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出台财政资金安全管理
办法、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内部
控制流程、加强预算指标管理
等文件，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
流程监管。

组织全区涉农资金专项整
治和财务自查自纠活动，完成
计生奖扶等专项资金绩效评
价，开展建筑企业养老保险金、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情况专
项检查，出台安全生产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确保财政资金规
范、安全、高效使用。

芝芝罘罘砸砸1177 .. 77亿亿元元保保障障民民生生

近年来，福山区审计局不断变
化审计思路，调整审计方向，针对
政府投入不断增加、建设项目不断
增多的情况，对全区政府采购情况
进行了三年跟踪审计，对审计中发
现的采购目录不细化、采购管理不
规范等问题，提出审计建议。

近日，福山区采纳审计建议，
下发《福山区区级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从三方面对政府采购事项进
行了规定。一是规定了采购限额标
准。要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
项目，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其中单
项采购金额3000元以下的计算机、
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速印机、
扫描仪、碎纸机，单项采购额10000

元以下的家具，可以由部门自行采
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万元以下
的工程及与工程相关的服务项目，
可以由部门自行采购。政府集中采
购目录以外，采购金额10万元以上
(含10万元)的货物或服务项目，采
购金额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的工
程项目，实行政府集中采购。采购
限额标准以下，由部门自行采购。
二是规定了公开招标数额标准。要
求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100万元以
上(含100万元)的货物，200万元以
上(含200万元)的工程，50万元以上
(含50万元)的服务，或者单项合同
估算价低于前三款规定的标准、但
项目总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
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三是
规定了采购范围和采购流程。将单
项政府采购、部门集中采购和定点
采购三种方式结合起来。四是规定
了镇街采购流程。要求镇街政府部
门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等项目，采
购预算和计划经镇街政府审核批
准后，达到区级公开招标限额的可
以进入区政府采购大厅，实施区级
政府集中采购。公开招标限额以下
的，镇街财政经管站可以参照区级
政府采购程序，自行组织实施采
购。村集体大宗物资采购目录参照
本通知执行。

（赵斌）

采纳审计建议

福山区加强

政府采购管理

本报11月3日讯(记者 王永军)
10月31日，由文泰商学院主办的“新经
济时代”下的人力资源变革——— 组织
与人才发展论坛在烟台开幕，此次论
坛邀请众多专家分享智慧，为人力资
源从业人员提供一个切磋经验、分享
最佳实践的交流平台。

论坛伊始，文泰商学院院长范
大鹏说，进入互联网时代，一切都
在剧变，所有行业都在等着被颠
覆，企业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怎
样找到培养并留住想要的人才，希
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企业家、管理
者通过学习解决工作中的困惑，通
过学习获取组织持续改进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党委书记唐鑛教授作为特邀嘉宾
进行了分享。他为在场的人资管理
者详细地讲述了人力资源这一概
念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指出人资工
作的关键是要保持对事情演变的
敏感度，懂得将“弹性化的概念”应
用于平日的用工管理中。

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文泰
商学院致力于搭建整合优质教育
培训资源的平台，不断地整合国内
外最优质的教育培训资源，联合中
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顶尖高校和
培训机构，为快速成长企业提供面
向各层级管理者从人才标准的建
立、选拔、盘点到培养的一体化人
才培养方案。

自2 0 1 0年至今已为海尔、海
信、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300余家
知名企业搭建人才体系，提升组织
能力，成就卓越组织。

文泰商学院

组织与人才

发展论坛闭幕

发明小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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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疫部门工作人员截获的肉毒素。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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