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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众多多好好心心人人““援援手手””文文静静父父女女
上门免费做亲子鉴定，现金已捐了两万多元

4日晚，水城明珠大剧院座
无虚席、全场沸腾。由中国移动
聊城分公司主办的2015中国移
动4G“咪咕和TA的朋友”无线
巡演聊城站在水城明珠大剧院
火热开唱。华语乐坛巨星迪克
牛仔、歌坛玉女掌门人孟庭苇
以及新生代歌手乔洋亲临现
场，为三千余名移动客户、咪咕
音乐VIP会员献上一场音乐盛
宴。

乔洋首个登场，五湖四海

的90后粉丝们追随而至，广西、
河南、山东青岛、临沂等地的粉
丝团为他而来，在聊城移动的
精心安排下部分粉丝代表在场
上与乔洋合影、同唱，并获得亲
笔签名海报。

“冬季到聊城来看雨……”
已经是第二次光顾聊城的孟庭
苇，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现
场以她甜美细腻的独特嗓音，令
水城老中青三代歌迷沉醉，剧场
瞬时变为温情恬淡的音乐海洋。

天王巨星迪克牛仔压轴出
场，一首《至少还有你》全场沸
腾，观众们手舞荧光棒倾情跟
唱 。《 酒 干 倘 卖 无 》、《 放 手 去
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首
首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经典
金曲，引爆全场。

期间，主办方中国移动聊
城分公司精心设置“咪咕猜歌
王”、“移动业务互动答题”、“微
信歌友会号码登记”等游戏，为
参与者准备了丰厚的奖品，让

歌迷朋友们尽享欢乐。
聊城移动始终坚持网络质

量是通信企业的生命线，坚定
不移地创造卓越网络品质，为
社会和客户提供满意的网络服
务。自2014年启动4G网络建设
以来，共投入资金3 . 5亿元，建
设开通4G网络基站3000余个，
实现了全市所有县市区城区、
乡镇驻地及部分村庄、重要商
业场所和办公机构、济聊馆高
速公路和全市所有国道、省道

等的4G网络覆盖。在全力打造
“质量好、覆盖优”4G网络的同
时，公司正在大力推进4G贴心
服务，让更多用户感受移动4G
的流畅与实惠。

据悉，为感谢聊城移动用
户对聊城移动4G业务的支持，
更为丰富咪咕音乐用户的线下
活动、给咪咕音乐用户提供更多
与明星面对面的机会，咪咕音乐
特别为大家举办本场歌友会。

(记者 王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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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牛仔、孟庭苇、乔洋亲临水城明珠大剧院，倾情献唱

安利雅姿联手

国际女性企业联盟

助力女性创业

2015年12月3日，国际女性企
业联盟(WEConnect International
In China)2015年商洽会于上海成
功落幕。安利因旗下高端美容护
肤品牌ARTISTRY雅姿在支持女
性创业方面的卓越表现，被国际
女性企业联盟授予2015年度企业
支持奖。国际女性企业联盟首席
执行官及联合创始人伊丽莎白 .
A. 巴斯克斯，国际女性企业联
盟大中华区执行总监吴素珍，联
合 国 妇 女 署 中 国 区 J e n n i
Ratilainen，上海市妇女联合会黎
荣副主席，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副总领事关德琳出席并致辞。

国际女性企业联盟是美国官
方认可的机构，由全球多家知名跨
国公司联合成立的国际性非营利
组织活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女性企业与掌握全球超过7000
亿美金购买力的跨国会员公司建
立了更多的联系与合作机会。同时
为全球女性企业提供了一个交流
互助、成长发展的平台，提升了女
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与能
力，促进了企业间的共同协作。

深入了解创业者并致力于为
大众创业者打造全程无忧的O2O
创业平台一直是安利公司秉承的
企业文化。2015年由安利公司和慕
尼黑工业大学安利全球创业报告
显示，中国创业者具有积极的创业
态度并不畏惧失败。中国创业者迎
来了最好的创业时代。自2014年
起，安利旗下品牌ARTISTRY雅姿
作为国际女性企业联盟2015年指
定护肤品牌，携手国际女性企业联
盟共同帮助女性企业取得更多商
机并且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发展。

国际女性企业联盟大中华区
执行总监吴素珍女士表示“女企
业家为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贡
献，女性更倾向于将她们的收入
用作再投资，例如教育、家庭和社
区等等方面。因此，积极地将女性
企业整合到全球价值链中，对于
长期的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安利雅姿品牌在活动现场分享
了其年度重磅新品雅姿黄金面霜系
列，为参会女性企业家及代表追求
极致的护肤美容体验，倡导女性嘉
宾在创业的同时，关注与发现自我，
勇敢追求内外兼修的黄金时光。

ARTISTRY 雅姿将其品牌
的精髓诠释为“Forward Beauty
超越之美”，多年来，雅姿一直致
力于为女性提供释放魅力的舞
台，聚焦女性的美丽事业，如支持
2014年APEC女性领袖峰会；在第
18、1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设置“艺
术家X雅姿”展览项目，助力新晋
女艺术家实现梦想。

本报聊城12月6日讯(记者
邹俊美 ) 3日，本报报道了

东阿黄屯镇艾山村5岁女孩张
文静跟残疾父亲相依为命，至
今还没户口，上学成难题一事，
引来社会各方关注。5日一早，
济南亲知情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开车赶往东阿，上
门免费为文静父女做了亲子鉴
定，十天后结果将出来，如果没
有差错，小文静的户口就能落
下了。

5日一早，济南亲知情缘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吴庚翰就开

车往东阿赶，小文静父女早就
等在家里了。“我腿脚不好，证
明不会写，让别人帮我写的。”
看到离女儿的上户口又近了一
步，张保勇很激动地说，知道免
费亲子鉴定需要准备低保跟家
庭情况属实的证明，他不知道
怎么弄，很着急，找到村委，村
里的会计帮他写的证明。

吴庚翰让张保勇准备了两
份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在他中
指上取了一滴血。小文静看到
父亲的手流血了，有些紧张，看
到吴庚翰拿着棉棒要给她擦
手，小文静害怕地哭了起来，跑
到院子里躲着，不配合。这时张
保勇家院子里聚满了好奇的村
民，几个村民帮着劝说小文静。

在听到配合取血后能上户口
了，小文静竟然变得安静了很
多，她主动走到屋里，很配合得
让工作人员取了一滴血。吴庚
翰介绍，亲子鉴定的结果要十
天以后才能出来，如果没有差
错的话，凭借亲子鉴定，小文静
就可以办理出生证明，就可以
落户了。

“这几天每天都有人来我
家，他们都拿着吃的用的，还有
给我跟孩子的衣服。”张保勇
说，报道刊登后，每天都有好心
人不辞辛苦地去他家看他，有
的拿钱，有的拿物。东阿县民政
局给张保勇送去3000元，黄屯
镇政府工作人员到东阿中医
院，把一万元钱交给了文静的

大爷张保连，张保连的医疗费
有了着落。“今天得有30多口人
来我家看我，这些米、油都是好
心人送的。”张保勇说，6日，好
心人接连不断地去看他，有聊
城顺风车协会的，也有附近村
的村民，还有东阿县公安局的，
6日一共收到一千多元善款。

“有的好心人来了，也不说
姓名，我很感动，但是好心人给
的钱都得记清。”张保勇说，因
为他腿脚不方便，一直没去查
询公布的账号上有多少钱，但
这几天光收到的现金就已有两
万多元。

如果您也想献爱心，可以
拨 打 张 保 勇 的 电 话
13188747287。

近几年实现集中供暖的老小区为数不多

老老旧旧小小区区供供暖暖之之路路难难““破破冰冰””
日前，本报报道了柳园新村徐逯王小区入住已经11年，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集中供

暖，今年又因为资金问题小区目前供暖仍没有动静。记者走访了解到，近年来，老旧小区通过
改造实现集中供热的小区为数不多，即使实现了集中供热，但供暖之路走得也并顺畅。对于
老旧小区来说，想要实现集中供暖确实很困难。

本报记者 张召旭

西苑小区入住10年才实现集中供暖

西苑小区于2001年开始
建设，2004年居民开始大规
模入住，是开发区最早开发
建设的住宅小区，西苑小区
从入住到实现集中供热整整
等了10个年头，这期间的路
困难重重。

西苑小区业主李先生介
绍，小区建设之初开发商安
装的取暖设施都是燃气管
道，因为当时开发区并没有
集中供暖。“小区刚入住的时
候，很多业主都是烧煤炉取
暖，后来条件好了有的业主
开始用空调取暖。”李先生介
绍，开发区自从有集中供暖

以后，小区业主们就盼着这
一天的到来。

2006年，小区500多户居
民达成一致意见，申请集中
供暖，但一直都没有解决。此
后，每年西苑小区都申请集
中供暖。2011年4月，小区业
委会与小区居民协商，申请
集中供暖。业委会主任欧阳
奋强和其他业委会成员挨个
楼上跑，给居民做工作，共同
筹备供暖资金。为解决集中
供暖的问题，他们还由小区
居民推选，成立了供暖小组，
小组中年龄最大的是72岁的
张大妈。

2011年7月15日，小区申
请集中供暖的要求得到相关
部门的批复，开发区公共事
业局相关负责人积极帮助小
区和供热公司协调。7月26
日，在开发区公共事业局的
协调下，双方同意由昌润供
暖公司为西苑小区供暖，小
区居民和业委会负责人说，
当时说只要70%的住户交了

“开口费”就可以施工。8月份
开始收取“开口费”。

2011年11月6日，小区公
共管道开始施工，12月15日，
西苑小区终于用上久违的集
中供热。

小区供暖最难的还属给业主做工作

西苑小区用上暖的那
一天，小区业委会主任欧阳
奋强终于歇了一口气。欧阳
奋强表示，小区集中供暖其
实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老
旧小区想要供暖必须要重
新铺设供暖管道，建设换热
站，业主还要缴纳供热基础
设施配套费。

西苑小区共有552户业
主，按照热企的要求，供暖
率至少要70%才能供暖，也
就是说至少要有将近400户
业主同意改造才行。所有

的费用都算下来，每户业
主至少要花1万多元，要想
收上这笔钱难度很大。

2011年4月，小区业委
会与小区居民协商，决定
再次申请集中供暖。为解
决集中供暖的问题，他们
还由小区居民推选，成立
了供暖小组，小组中年龄
最大的是当时72岁的张守
珍。为了收基础设施配套
费和暖气改造费用，业委
会主任欧阳奋强和其他业
委会成员挨个楼上跑，给

居民做工作，共同筹备供
暖资金。

由于一些业主白天不
在家，要做他们的工作就
得到晚上，有时候供暖小
组的成员们要忙到凌晨一
两点钟。对于市民来说，1
万多元不算是小数目，所
以要做足400多户业主的工
作十分困难，为了满足热
企70%的供暖率标准，小区
供暖小组足足忙了大半年
时间，其中的困难也只有
他们自己能体会到。

老旧小区供暖资金

还是最大难题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年来，老
旧小区通过改造实现集中供暖的目
前只有西苑小区、育新街花园小区
一些为数不多的小区，几乎一只手
就能数得过来。此前困扰老旧小区
集中供暖的最大难题就是热源不足
问题。去年开始城区实施了两大供
热工程，目前城区已经不存在热源
难题。

热源问题解决后，就是缴纳开
口费和改造费用，对于一些老旧小
区，有些小区建设之初根本没有热
网设施，这样就需要建设热网设
施，这笔钱也得由居民自己承担。
折合算下来每户至少要拿出1万元甚
至更多的费用，才能用上集中供
暖。

聊城一热企工作人员表示，每
年都有一些老旧小区的业主提出想
要集中供暖，可一提到花钱建设供
暖设施，有些人就犹豫了。在这种
情况下，小区想把意见统一起来非
常困难，即使小区有业委会，这其
中的难度也相当大，这就导致很多
小区不能集中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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