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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游玩，两名游客被巨浪卷入海中
事发青岛五四广场附近，其中一人已被搜寻到确认遇难

2022年8月2日 星期二 A05山东

记者 李自强 杨雪

7月31日下午5时许，受天
气影响，青岛市南区澳门路音
乐广场附近海域涨潮，风大浪
急，两名来青旅游的男青年在
海岸堤坝游玩时不慎被海浪卷
入海中。事发后救援工作随即
展开，截至8月1日晚记者发稿
时，其中一名游客已被搜寻到，
但已无生命体征。另一名落水
游客仍在搜寻中。

7月31日晚，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接到线索，青岛市南区澳
门路音乐广场附近海域，两名
男子在海岸堤坝玩耍时被海浪
卷入大海。8月1日上午，记者来
到事发附近海域看到，现场已
经围起了警戒线，附近围聚的
人都在讨论着昨天发生的事
情。“两个人是外地来青岛旅游
的，看上去年纪也就十八九岁。
当时可能受台风影响涨潮早了，
风浪太大，原来经常在这里游泳
的人，很多都没有来，来的人也
很早就走了。”现场相关人员表
示，平时在附近游泳的人比较
多，救援也会较为及时。

记者在现场看到，事发海域
内多艘救援船在不断地寻找。

8月1日下午，青岛消防发
布消息，7月31日17时02分，青
岛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位于青岛市市南区五
四广场澳门路与金平路交叉口
附近海域有两名游客落水。17
时08分，奥帆中心消防救援站

到场，17时50分，水域救援大队
到达现场。由于事发现场风浪
很大，天色逐渐昏暗，视线受到
影响，给救援带来了很大难度。

截至当日23时仍未发现落水人
员。8月1日6时25分，水域大队
出动2车2艇10名消防救援人员
赶赴现场继续搜寻落水者。12
时35分，经无人机确认，在第三
海水浴场东侧的礁石附近，水
域救援大队联合民间救援队将
一名游客打捞上岸（男性，20岁
左右），经现场医护人员确认已
无生命体征。对另一名游客的
搜寻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被海浪卷进海里是否可以
自救，怎么争取最大的生存机
会？对此，记者采访了青岛市阳
光救援队杨学君队长。杨队长
表示，夏季气温炎热，好多外地
游客前来青岛海滨避暑，游泳
是消暑的一种很好方式，却也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当遇到
有人在海边落水时，可立即将
就近的救生圈扔向落水者，施
救者应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在落水者的下游进行拦截
施救，依靠海浪的推力把落水
者安全带离危险海域。当溺水
人员被带至岸边无自主呼吸
时，应及时让周边人群拨打急
救电话并把结果告知自己，随
后对溺水者进行心肺复苏，清
理口腔异物，直至医护人员到
达现场。此外，游客应特别注意
海域周边的安全提示，不去非
浴场的海边下水玩耍。

记者 袁野

8月1日，网传每日优鲜发布
通知宣布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
正常经营。该通知称，为了保障
供应商与消费者权益，公司已经
尽最大能力处理资金退付问题。
现在与资金监管机构已经协商，
为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组织专项小组，启动资金账
户，为广大供应商、消费者清退
费用。

该通知上留有“资金监管中
心网址”，记者登录该网址发现，
网址名称为“在线咨询”，网站提

示：“很抱歉，我们暂时无法为您
提供服务。”需要填写电话以及
留言内容，并且还要上传图片。
该网站没有任何部门或者公司
的标识，记者按照要求填完后提
交信息，该网站提示让等候。

记者在输入手机号时发现，
随便填写几位数字，也可以提交
成功。之后，记者又多次重新登
录该网址，突然网址里的内容发
生了改变，这次要输入需要退款
机构名称、姓名+电话、退款金额
以及QQ号。记者再次按照要求
填完资料，但之后仍无人回复。

该通知上还有两个QQ号，

记者也尝试加了这两个QQ号，
但添加之前也要提交退款机构
名称、姓名+电话、退款金额等信
息。记者加了后，对方也没有任
何反应。

针对此事，每日优鲜对媒体
回应称：公司没有发布任何公
告，网络流传的《关于每日优鲜
资金断链无法经营的通知》是虚
假信息，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近
半年来，像是小音咖、VIP陪练、
中博教育等多家线上或线下机
构陆续被爆出经营困难、消费者
退费难等问题。退款难，成了消

费者的心病，也给了骗子可乘之
机。记者发现，骗子也会蹭热点，
他们会根据当下热点，改变自己
的诈骗文案，但基本上“换汤不
换药”，大多会以帮助维权退款
的形式诱导消费者加QQ群，然
后用钓鱼网站套出消费者的个
人信息，引导消费者下载非法交
易平台，骗取消费者钱财。

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
随意点击陌生网站链接、加陌生
QQ号，退款、维权要通过正规合
法渠道，不要随意透露个人敏感
信息，在涉及各种汇款前认真核
实相关情况，不要盲目汇款。

记者 陈朕 赵长春

七夕有佳人，相约千佛山！7
月27日，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主办的2022首届“壹点动心·齐
鲁相亲大会”济南主会场暨第16
届七夕千佛山相亲大会报名阶
段顺利结束。据统计，本届千佛
山相亲大会累计报名人数达
4200多人，8月4日-7日，七夕千
佛山相亲大会将浪漫开启，优质
单身男女嘉宾在这里等你。

近半报名者是90后
绝大多数是高学历

在报名的单身嘉宾中，90后
仍是主力军，占报名总人数的
49%；80后紧随其后，占总人数
的35%。不少00后也开始加入相
亲大军，在报名者中年龄最小的
为2002年出生。本届报名者男女
比例均衡，女性比例稍高，大概
占总人数的52 . 7%。

在嘉宾学历方面，高学历优

质单身青年纷纷前来报名。本届
单身嘉宾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据绝大多数，硕士、博士也不在
少数。同时，优质单身男女嘉宾
遍布各行各业，众多报名者中也
不乏一些有特色的“寻缘者”。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
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
然回首，你会不会在我身边。近
而立之年，等一位小可爱，爱护
你照顾你，与你共绘未来，平凡
余生！”在千佛山相亲大会报名
平台上，一位小哥哥留下了浪漫
的爱情宣言。

据了解，小哥哥硕士毕业后
从事通讯电子行业，目前年入
20w+，在济南有车有房，正在寻
找与自己性格相合的另一半，想
要与她一起走遍天涯海角。在个
人介绍中他这样写道：“我性格
比较开朗，工作稳定。闲暇之余
喜欢跑步、爬山等一些户外运
动，也热爱旅行，喜欢出去玩，欣
赏大自然的风景。”

在众多报名嘉宾中，一位90

后姑娘的个人简介格外引人注
目。“本人是外省留济，性格开朗
活泼，热爱生活，懂得感恩。现在是
一名英语老师，手下有十几个一见
我就笑得很可爱的孩子！”当然最
特别的地方在于她的经历，热爱旅
行的她已经用五年的时间踏遍了
全球三十个国家，也经过自己的
努力获得了专属“小窝”！

进入小程序“壹点动心”
让你轻松邂逅另一半

在千佛山相亲大会报名嘉
宾中，一位00后女嘉宾俏皮活泼
的个人介绍，在众多报名嘉宾中
显得格外亮眼。“细心、温柔，还
有点小调皮，可可爱爱，喜欢小
动物。”女孩这样介绍自己。

据了解，女孩是济南本地
人，是一名教师。“因为工作原
因，和小朋友待在一起的时间会
比较多，所以自己偶尔也会像个
孩子，天真烂漫。周末休息喜欢
出去逛一逛，不论是逛街还是旅

行都可以，毕竟身体和灵魂总有
一个要在路上！”另外，她还有绘
画和舞蹈的小技能，也是个小小
的宝藏女孩。

此外，为了更好地帮助单身
男女寻找另一半，随时随地在线
觅良缘，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第
三届七夕线上相亲大会同步开
启，下载齐鲁晚报官方客户端齐
鲁壹点，关注相亲频道，或者扫
码进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婚恋
交友官方小程序“壹点动心”，不
限时间、不限地点，随时随地点
一点，轻松邂逅另一半为您脱单
助一臂之力！

壹点动心专属VIP特权等您
来解锁：基于大数据AI算法的优
质推荐功能，能够智能推荐心动
嘉宾，用科技手段为脱单之路加
速度。尊贵身份特权能让你在众
多单身人士中脱颖而出，成为

“人群中最亮的仔”。
穿越银河遇见你，来千佛山

相亲大会邂逅心仪的人，不仅是
夏日限定，更是来日方长。

记者
杨雪 曹婧雯

新房验出几
十项问题，业主
报修后迟迟不维
修，地下车库和
储 藏 室 不 能
用……日前，多
位市民反映即墨
国信·墨悦湾小
区刚交房，就被
验出很多质量问
题。小区虽然交
付，但储藏室和
地下车库并未开
放，业主担忧小
区 未 经 综 合 验
收。

近日，记者
来到位于即墨区
的国信·墨悦湾
小区看到，由于
是精装交付，小
区内的不少业主
已经入住。“我们
家找了一个验房
师，验出来大大
小 小 几 十 处 问
题，已经报修了，
有些修了，有些
迟迟不给修。”业
主李女士正在和
邻居抱怨小区的
装修质量问题。

李女士说，
她购买的是29号楼，验房师出具
的报告显示大大小小问题共46
项，有墙面空鼓、开裂等问题，最
让她糟心的是，卫生间的过门石
不密封，卫生间的水可以从过门
石下流到房间内。“虽然是精装
房，但是房子装修材料不行，地板
我都揭掉了，准备全部更换。”李
女士说，过门石处漏水的问题她
已经多次反映，第一次修还给她
打了胶，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不仅李女士的房子问题多，
29号楼同一单元17楼的房子墙体
开裂，房屋还出现了漏水。无独有
偶，国信墨悦湾一期房子质量问
题也很多，业主已经成立了一个
189人的维权群。此前，李女士已
经多次联系小区开发商和物业，
但对方迟迟不予理睬。

“我买的是1楼，窗外绿地不
平，一下大雨就倒灌，物业随便用
土填了一下，但是根本没解决问
题。”墨悦湾一期21号楼的另一位
李女士反映。记者在李女士家里
看到了明显的渗水痕迹，李女士
说，屋里不仅倒灌进水，因为楼外
的大理石有裂缝，一下大雨，水就
沿着缝隙渗进来，多次找物业沟
通解决问题，截至目前还是没有
人来解决。“现在小区地下储藏室
和车库都不能用，交房当天我们
也没看到开发商提供的综合验收
备案表等资料。”

新房为何出现这么多质量问
题？小区交房了，为何地下储藏室
和车库却不启用？小区是否经过
了综合验收？对此，记者联系到国
信·墨悦湾小区的开发商，但开发
商并未对此进行正面回应。对于
此事，记者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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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优鲜发布资金链断裂通知？虚假信息！

骗子也会蹭热点，加退款QQ当心被骗

8月4日—7日，属于七夕的浪漫即将开启

4200多优质单身在千佛山相亲会等你

两人瞬间被卷入海中。 视频截图

两人在海岸边游玩。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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