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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打拼的游子们，这一
年 你 还 好 吗 ？不 管 在 哪 里 打
拼，在最孤独无助的时候，你
是否想过自己的家人？世界再
大，他乡再好，也要回家！这次
回来，就安个家吧，让幸福不
再 漂 泊 ！在 春 节 前 夕 回 到 淄
博，选一所改善全家人生活的
品质住房，结束双城生活，实
现随时与父母欢聚一堂的夙
愿。

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淄
博恒大帝景返乡置业季温情
启幕，多重钜惠重磅来袭，助
力在他乡打拼的游子返乡置
业，让淄博游子们告别蜗居他
乡，安家恒大，让爱回家！

返乡置业

首看区位与升值潜力

区位的选择一直是备受购
房者关注的问题，一个好的区位
会拥有良好的配套设施与交通
条件，能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便
利。恒大帝景傲立城市中心，淄
博CLD央心所在。恒大帝景雄踞
淄博市世纪路与共青团西路交
会处，紧邻张店区政府，南拥百
亩生态绿地，项目周边各大成熟
商圈环伺，引领城市诸多资源集
合，打造时尚前沿生活。

携手千亿恒大

安家圆梦正当时

作为民生地产，恒大集团进
驻淄博的倾心力作，恒大帝景为
每一位返乡置业者量身定制专
属品质温暖居所。恒大帝景秉承
恒大集团打造精品住宅的理念，
运用满屋名牌、9A精装体系，户
型装修实用美观，在装修设计上
也大胆突破，新古典主义与现代
化风格相结合，选用更加节能环
保的材料，充分考虑到业主的身
体健康，全方位满足返乡置业者
的物质及精神需求。

大配套尽享优生活

新视界带来新享受

打拼的辛劳背后，是对于家
的向往。恒大帝景熟知返乡者的
诉求，用准现房和醇熟的社区配

套，打消购房者的种种不安，所
见即所得，一切都触手可及。社
区内拥享3 . 5万m2欧陆风情景观
园林，随时随地拥抱自然，奢享
鲜氧人生；5000m2奢阔中央内湖，
开启都市浪漫水岸生活；大型风
情商业街，特色酒楼、风味小吃、
银行、社区医疗中心等全业态涵
盖，业主足不出户享尽精彩纷
呈；5200m2五星铂金会所，健身
房、西餐厅、咖啡吧、瑜伽室、私
教室等，高端定制健身娱乐休闲
生活体验；国家一级资质物业-

金碧物业，24小时全天候服务，
享360°尊贵礼遇。恒大帝景一
站式醇熟配套，开创淄博湖居生
活珍贵蓝本，引领全城高端居住
方式。

返乡置业，特惠献礼，

温暖游子心

返乡置业季，恒大帝景钜惠来
袭！首付2万起，抢5套特惠一口价
房源，最高优惠28万/套！购房送
1500元/m2的豪装外，还送高达6万
元品牌家私。针对返乡置业者，恒
大帝景所推户型均为揽湖观景精
品豪宅，87-134m2阳光准现房，满足
置业者多样化居住需求，户型设计
大气方正，遵循纯正北方人居理
念，为选择居住于此的游子们营造
一份舒适、惬意、灵动的生活空间。

2016年，告别蜗居生活，回家
置业，淄博恒大帝景，给这些年居
无定所的您安个家，让您的幸福
不再漂泊。

恒恒大大帝帝景景返返乡乡置置业业计计划划，，幸幸福福启启程程！！
5套特惠一口价 助力返乡置业

市工商部门今年将加大维权力度，剑指信息、旅游等重点领域

年年内内开开展展网网络络市市场场专专项项整整治治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徐海峰 ) 让
“失信者寸步难行、守信者一路
畅通”，是市工商部门始终坚守
的严管目标，13日，记者获悉，
市工商部门今年将强化重点领
域专项整治，尤其是加大网络
市场整治力度，促进网络市场
在创新中发展、在规范中完善。

据悉，市工商部门今年将
重点抓好与群众生活密切相
关的垄断行业监管执法，开

展重点行业领域侵权假冒和
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行为和公用企业限
制竞争行为专项整治，维护
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加大对
传销的打击和防控力度，全
面推进创建“无传销区 (县 )”
工作。积极推进以网管网、以
法管网，深入推进红盾网剑
专项行动，加大网络市场整
治力度，促进网络市场在创
新中发展、在规范中完善。加

强广告市场监测，全力整治
广告市场秩序。

同时，为更加有为地推
进消费维权。市工商部门将
围绕养老健康、信息、旅游、
教育文化等新的消费热点和
重点领域，加大维权力度，切
实 保 障 好 消 费 者 的 合 法 权
益。加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
监 管 ，组 织 开 展 农 资 、成 品
油、家用电器、日用洗化、服
装鞋帽、消防产品等涉及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的 专 项 行
动，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大要
案件。继续加强电信、旅游、
银行领域合同格式条款整治
力度，适时发布一批合同示
范文本。关注热点领域和维
权难点问题，适时发布消费
警示。巩固市局、区(县)工商局、
工商所三级纵向联动维权执法
体系，力争12315专线的接通率达
到100%，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均
达到98%以上。

昨日10时30分，安然和父亲的换
肝手术开始进行。据了解，医生将会
同时对父女俩进行手术，通过腹腔
镜从宋宏磊体内进行供体获取的手
术，会取出他大约五分之一的肝脏。
另一方面，对小安然进行肝脏取出
和肝脏移植手术。主刀为天津第一
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蔡
金贞，整个团队大约由十几个人分
成两队，共同完成手术。

昨日下午4时左右，宋宏磊顺利
完成肝脏取出手术，从手术室中被
推出送到复苏室，但小安然的肝脏
移植手术仍在进行。在复苏室里的
宋宏磊一直挂念着小安然的情况，
在心里默默祈祷，女儿一切顺利。

小安然的手术一直持续到晚上8

时左右，医生介绍，手术一切顺利，
夏艳双听到这个消息后，喜极而泣。
随后安然和父亲都转入ICU监护病
房进行观察。

手术结束后
爷俩进ICU观察

手手术术顺顺利利！！11//55肝肝脏脏给给了了女女儿儿
“暴走父亲”宋宏磊成功捐肝，目前正在监护病房进行观察

昨日8时到10时，暴走父亲宋宏磊和安然先后进入肝移植手术室，“我愿付出一
切，甚至是我的肝脏，来延续女儿的生命。”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手术，安然晚上8时终
于顺利完成手术，父亲的心愿得以实现。

妈妈一夜未眠

祈祷至天亮

从安然查出肝硬化开始，父
亲宋宏磊就立刻做了捐肝的决
定，并开始努力减肥，摆脱脂肪
肝，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安然父
亲宋宏磊已经瘦了27斤，这需要极
大的毅力，对一个父亲来说，没有
什么比救女儿更让人着急的事情
了。“换肝迫在眉睫，女儿在等着
我，由不的我松懈，我只有全力以
赴。”宋宏磊说。因为近期奔跑形
成的习惯，宋宏磊的步伐现在很
快，平常人都跟不上他的节奏。

就在前一天，安然奶奶和姥
姥一起为安然洗澡，做手术前的
最后准备。在医院里条件有限，奶
奶只能用脸盆接了一盆热水，在
姥姥地配合下，两人一个抱着安
然，一个为安然擦洗。“边洗我边
念叨，希望洗掉小安然身上的病
痛，希望手术时她少受罪，平平安
安的完成手术，以后健健康康的
成长。”安然妈妈夏艳双说。

“我这两天感冒了，身体很难
受，但是昨晚也是一夜没睡着，就
是担心他们爷俩，我现在帮不上
什么忙，只有不断祈祷，愿爷俩顺
利完成手术。”夏艳双说，以后再
有什么病痛，都降临到妈妈身上，
不要让安然再受半点折磨。

手术顺利进行，感谢爱心人士帮助

昨天7时许，夏艳双抱着
女儿，与宋宏磊一起等待手
术，夫妻俩虽然都有些紧张，
但更期待着手术能让女儿恢
复健康。即将进入手术室前，
宋宏磊抱过女儿轻轻一吻，
眼神中倾注了父亲全部的
爱，乐观的小安然面对父亲，
也一直在笑，似乎感受到了
父亲浓浓的爱。

“要感谢所有关心我们
的好心人，我现在最大的心

愿就是女儿能健康起来！”宋
宏磊眼中闪着泪花，向前来
陪伴他们的志愿者和媒体朋
友表示感谢。据了解，“天津
妈妈会”11日又组织了义卖
并有爱心企业捐款，他们将
善款送来，并会在医院陪伴
安然和父亲做手术，而且他
们已经安排了爱心餐厅，方
便家属随时去就餐。考虑到
他们父女手术后更需要照
顾，志愿者们还安排配送营

养餐，找男志愿者负责照顾
宋宏磊，准备好便盆、夜壶等
必需品。

“要不是有这么多好心
人士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
心愿不会这么快达成，我们
现在已经接到捐助3万余元，
极大减轻了我们手术费的负
担，还有特别体贴的志愿者，
照顾我们的起居生活，小安
然能够安然无恙，都是大家
用爱换来的。”夏艳双说。

本报记者 唐菁

去年，通过提振消费，保障民
生，市工商部门加强流通领域商品
质量监管。组织开展纺织品类、儿
童用品、日化用品、成品油、燃气、
消防器材、小家电等九大类344个
批次的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对销售
不合格商品违法行为及时查处。

同时，通过加强12315规范管
理，严格工作标准和纪律，提高
12315运转效率，全市12315申诉举
报中心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咨询39300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1043万元。

组织344个批次

商品质量抽检

手术现场。（家长供图）

噪2015年12月16日，本报以《为捐
肝救女,他每天暴走20公里》为题报
道宋宏磊捐肝救女故事。

噪2015年12月24日，报道发出后
一周，多个公益组织要帮助募捐，有
市民不宽裕也捐出200元。本报再以

《“暴走救女爸爸”引来众人相助》为
题进行了报道。

噪今年1月5日，经过一个半月
的“暴走”，父亲宋宏磊减肥30斤，肝
脏达到移植标准。本报以《“暴走捐
肝救女父亲”身体达标》为题进行了
报道。

噪今年1月13日，安然成功进行
手术，父亲宋宏磊将五分之一的肝
脏捐给了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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