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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临产急需熊猫血，四爱心市民伸援手

快快餐餐店店门门一一关关，，老老板板忙忙去去献献血血
本报青岛11月11日讯（记

者 刘腾腾） 熊猫血孕妇临
产急需用血，医院没有稀有血
型的储备，血站接到消息后，
立即联系熊猫血血源。（熊猫
血是Rh阴性血型的俗称。Rh
阴性血型比较罕见，是非常稀
有的血液种类，所以又称熊猫
血。）快餐店老板接到消息后
二话不说关了店门前来献血，
在爱心接力下，三位志愿者共
献了三个治疗量的血小板，为
孕妇待产准备了充足的血源。

“有一名熊猫血产妇临
产，急需用血，否则会有生命
危险。”11日下午三点多，青岛
市中心血站接到来自青大附
院的求助电话，一名产妇羊水
破裂，随时可能生产，但产妇
的血小板数量太低，生产过程
中急需用血小板，否则会有生
命危险。因为血小板只有5天
的保存期，平时需要提前预约
采集，而稀有血型的血小板医
院并没有储备，事发突然，医
院只得紧急联系血站。

接到消息后，青岛市中心
血站供血科立即联系集采科寻
求血源，工作人员立即从RH阴
性血的联系人QQ群中以及熊
猫血人员档案中，筛选就近的
在允许献血间隔期内的献血
者。接到通知后，四名爱心人迅
速打车赶往血站。市民刘鹏是

第一个赶到血站的献血者，接
到通知后他立即从李沧区打车
赶到位于市南区的血站，但因
为患感冒，只得放弃献血。“这
位献血者非常热心，他也想献
血尽一份力，但是因为他的身
体条件不允许，因此不能献
血。”血站工作人员说。

志愿者李万伍第二个赶
到血站。今年40多岁的他上
个月刚刚献完一次血，此前
他已经20次献血，共计献了4
个治疗量的血小板和6000多

毫升的血。他在李沧区开了
一家快餐店，是个体老板，这
次他接到血站工作人员的电
话后，二话不说当即关了店
门，店里的客人听说老板要
献血救人，有的没有吃完饭
就匆忙结账离开。李万伍打
车来到血站，献了一个治疗
量的血小板。“救人最要紧。”
李万伍说。

女志愿者胡宇红、志愿者
李英斌也相继赶到血站，分别
献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42

岁的胡宇红已经是今年第四
次献血了，从1997年开始她就
成为献血志愿者，至今已经献
了 1 5 个治疗量的血小板和
1400毫升的血。李英斌此前也
曾献血23次，这次接到通知
后，他也像往常一样马不停蹄
地赶到血站献血。

三名志愿者献完血，已经
是下午6点30分，为了保证产
妇及时手术，血站工作人员立
即对血液进行检测，会尽快将
救命血送到医院。

饭饭店店转转让让了了，，两两厨厨师师下下跪跪讨讨薪薪
老板指责厨师浪费导致饭店经营不善

住宅楼内开饭店

冒油烟最高罚10万

社会资本

热衷投资林业

本报淄博11月11日讯（记者
朱洪蕾） 11日上午，山东省首届光
彩事业国土绿化贡献奖在淄博原山
林场颁发，26名民营企业家获奖。

据介绍，我省是人口大省和农
业大省，却是森林资源小省，全省森
林资源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人
均森林面积只有0 . 4亩，仅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1/5，森林资源严重不足，
提供的生态产品与人们对良好生态
的要求差距越来越大。同时，林产品
营养价值丰富，质量安全系数较高，
在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上具有
独特的优势，与人们追求健康、营
养、安全、绿色的生活方式高度契
合。因此，可以说，今后一个时期，工
业产品可能会过剩，但生态产品、林
产品不会过剩，林业产业的发展潜
力巨大，前景广阔。

最近，省林业厅联合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开展了社会资本投入林业
生态建设的专题调研，发现社会资
本投资林业呈蓬勃发展态势，有的
已经收获了林业第一桶金。据不完
全统计，自2012年以来，每年社会资
本投入林业建设资金达200亿元以
上，2014年高达473亿元，是当年各
级财政资金投入林业的11 . 9倍。

从投资项目来看，林木种苗投
资金额129 . 8亿元，占社会投资总额
的27 . 4%，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来苗木
行情较好。从经营规模来看。2014年
全省社会资本投资林业建设面积达
713 . 9万亩，其中林下经济、特色经
济林成为经营规模最大的两个类
型。社会资本投资林下经济规模达
210 . 9万亩，占社会投资总面积的
29 . 5%，主要发展林下养殖、林下种
植菌类及旅游观光等。从投资多少
来看，全省投资500万以上的企业和
大户共计1365家，投资金额达294 . 4

亿元，其中3000万元以上的有185

家，1000万到3000万的334家。

本报青岛11月11日讯（记者
吕璐） 11日，青岛市公布餐饮服务
业环境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办法（草
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
见。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住宅楼新
建有油烟的饭店，最高罚10万元；排
放油烟的饭店不安装净化设施，最
高罚5万元。

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禁止在
居民住宅楼内、未配套设立专用烟
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
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
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
餐饮服务项目。如果在城镇区域内
新建（含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
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选址上应
具备专用烟道以及油烟净化、污水
处理设施的安装等污染防治条件。
在住宅楼内等场所新建、改建、扩建
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
目将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
关闭，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建有油烟的餐饮污染项目却
不落实污染防治措施的，将被责令
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工商部门将撤
销注册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草
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前已开办的餐饮
服务业经营项目，若达不到排放标
准且造成严重扰民的，环保部门责
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
施；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关闭。

青岛市市北环保分局工作人员
说，过去利用住宅开办餐饮业存在
无法可依等法律困境，出台餐饮服
务业相关管理办法将便于环保部门
在审批、执法等环节有法可依。

饭店外两厨师下跪讨要工资
11日下午，记者来到位

于黄河六路渤海十路的巴
蜀家宴饭店。巴蜀家宴的店
面门头很醒目，LED灯箱还
显示着“正宗川菜，四川名
厨”的广告语。大门开着，几
个人正在店里打扫卫生，整
理桌椅。其中一人说，这家
店已经换了老板，再过三四
天就重新开业了。

店里的一名女服务员
说，自己过去就在巴蜀家宴
工作，“饭店之前生意还不
错，老板人也挺好的，平常
对我们态度也不错。跪着讨

薪的是两个厨师。现在老板
把店盘出去了，这些桌椅都
是原来那个老板的。”她说，
饭店从上个月15日左右就
关门了，现在还欠她2000多
块钱。

一个正在忙着装修的
男子说：“听说以前那个老
板欠员工工资，那两个小伙
子是厨师，在饭店外跪着，
刚刚才走。现在饭店已经全
部交接完了，现在的老板给
了姚先生十多万元，所欠工
资与现在的饭店老板没有
任何关系。”

“老板一直说不会欠我们钱的”
记者采访了讨薪的厨

师夏先生，他说，今年姚先
生通过他在四川的朋友邀
请他和另外两个朋友过来
做厨师，当初双方商定好三
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是一万
八，每月每人可有两天休班。
双方没有签合同。“当时我要
签，但是老板说没必要，他不
会骗我们年轻人。”巴蜀家宴
在今年5月17日开业，一开始
生意比较好，每个月15日发
工资，但是后来经营不好了。

“老板说现在比较难，希望理
解一下，工资一分也少不了，
我们觉得谁都有个难处，就
没在意，但是老板一直不发
工资。”夏先生说，“到前段时
间转让店铺一共拖欠了我们

两个半月的工资，有25000多
元，转让店铺，老板有了十多
万，但是还不给我们钱。”

夏先生说，巴蜀家宴共
有5名员工，他们三个厨师
后来走了一个，还有一个服
务员、一个拖地的，都没有
拿到工资，“我一直兢兢业
业，没有休过一天班，却遇
到这样的问题，而且现在姚
先生不接我们电话，听说是
去东北了。”

夏先生说，他离家这么
远，挣钱不容易，回家带不
回钱去没法交待，要不是在
外地，他绝对不会下跪讨
薪。“老板一直说会给我们
发工资，对我们说他不会欠
我们钱的。”夏先生说。

老板称厨师浪费还往家拿东西

巴蜀家宴的老板姚先生对夏
先生的说法并不认同。11日下午，
记者电话联系了姚先生，姚先生
说，厨师夏先生是自己通过朋友
介绍找来的厨师，夏先生还带了
两个厨师过来。“本来给他的工资
是8000元，后来谈好了是每个月
给他们一万八，他们自己分。”

姚先生说，在饭店经营期间，
其他员工和他反映夏先生把死掉
的鱼、刚蒸好的豆子等食材扔掉。

“这样太浪费了，刚刚死掉的鱼我
们可以自己吃掉，其他一些好的
东西也不能扔了啊。夏厨师的妻
子也跟他在饭店一起吃饭，而且
一些比较贵的肉类菜品他们不仅
自己吃，偶尔还会往家带。”

姚先生说，10月份与他结了9
月份的工资，当时身上钱不够，就
先支付了17000元，欠1000元。“10
日晚上我跟他们算工资的时候，
他们要求我给两万多，我跟他们

说明了经营期间他们的一些问
题，他们也承认，我都有录音，而
且他们三个人中有一个上个月就
辞职了。”曾在店里帮忙的汤师傅
随后在电话中证实夏先生的确会
经常扔掉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不
合理保存当然会坏，有些东西没
坏他也非说坏了，我们劝他他也
不听，毕竟他是厨师长，我们也不
好多说什么。”

夏先生则称自己没有扔过
东西，妻子在店里吃饭也是老
板默许的，“而且我妻子也在帮
忙做店里的事情，这些事老板
从来没跟我说过，现在怎么出
现了这样的问题？10月份结算
的那一次工资是8月份的，不是
9月的，老板拖欠了我们两个多
月的工资，我们要三万九，他却
说只给我们一万三，要不然一
分钱都不给。我们可以和老板
当面对质。”

5月开张的饭店11月就转让了，老板和员工因为
工资问题互相指责起来。11日，两名厨师在滨州巴蜀
家宴门前下跪讨薪，讨薪的夏先生称老板姚先生欠
他们两个半月的工资，而姚先生却说饭店经营不善
是厨师浪费导致的。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杜雅楠

两厨师下跪讨薪。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杜雅楠 摄

李万伍在献血。（血站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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