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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78岁“燕喜堂”重回济南
将在老址附近重建酒楼，开发新的鲁菜菜品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马雪琳

“燕喜堂”品牌创建于1932年3

月，当时仅有两座三进四合院，推出

了以汤菜见长的“历下风味”。而后

几十年间，燕喜堂名厨迭出，成为鲁

菜“三大名店”之一，浸透了济南人

的深厚感情。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开

始，燕喜堂一度陷入低谷，并易手给
北京一家公司。这成了不少老济南

心中的一个疙瘩。

今年6月，舜和酒店集团以70

万元的竞拍价，将“燕喜堂”商标收

入囊中，使这块老招牌重新回到济

南本土的餐饮企业手中。

舜和酒店集团董事长任兴本

是个老济南，从小就对燕喜堂有
印象，加之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

多年，任兴本对鲁菜有着特殊的

感情。燕喜堂经营不善，让他非常

痛心，“如果这个老招牌再落到别

人手中，将成为济南人永远的伤
痛。”

正因为如此，任兴本以超过起

拍价53万元的价码最终竞得“燕喜

堂”商标。

当初交了燃气开户费

为啥还得补交配套费
本报11月17日讯(见习

记者 尹明亮)近日，家住
王舍人村鲍青苑的居民因
为门口张贴出来的交纳燃
气配套费的通知而困惑不
已，当初买房时已经交了
2000多元的开户费，现在怎
么还要交每平方米20元的
燃气配套费才给通气？

17日下午，在鲍青苑一
座居民楼的门上，记者见到
了这则通知，通知要求住户
带着购房合同，到王舍人村
交纳每平方米20元的煤气
配套费，然后才能签订与煤
气公司的两份合同。

几位居民对此很不理
解，居民郭大爷说，当初买
房时已经交了2300多元的
燃气开户费，不知道现在为
什么还要收。居民朱小姐则
表示，连地下室、车库的面
积也要算上，这笔钱可不
少，交也得交个明白才行。

根据居民的指点，记者
来到了征收燃气配套费的
办公室，一名王姓工作人员
说，该配套费是根据市政府
的规定征收的，包括村民在
内的所有住户都要交，不

过，本村村民的费用是由村
里代交的，所以才发生了这
种误会。而当初征收的2000

多元开户费实际上是燃气公
司的施工、材料等费用。

随后，记者拨打了港华
燃气公司的客服电话，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实际上燃气
开户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
公司的初装费用，另一部分
则是市政府收的每平方米
20元的配套费，只有两个费
用都交了，公司才会和用户
签订合同供气。

记者随后查阅相关资
料发现，这每平方米20元的
燃气配套费确切名称应为

“燃气管网建设费”，《济南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
市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征
收管理办法的通知》第六
条规定：城市建设综合配
套费的收费标准按所建设
项目的建设面积计收，每平
方米246元。其中城市建设
配套费92元(路桥82元、环卫5

元、绿化5元)，管网建设费154

元(包含热源78元、供水26元、

燃气20元、排水20元、综合布
线10元)。

一公司员工

讨要“规律休息权”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邢振宇 实习生 江向

荣)哪天休息凭什么由单位
做主？17日，在省城一家物
业公司上班的刘女士认为，

由单位安排自己的休息日
非常不合理，要向单位讨要

规律休息权。不过，律师认
为，只要每周工作时间不超
过48小时，哪天休息都是合
理的。

“以前都是正常上下
班，但上周突然规定休息时
间要调整，哪天休息由单位
安排，并且安排哪天就是哪
天，令人匪夷所思。”在省城
西部一家物业公司财务部门
上班的刘女士说，自己如果
想换一天休息就按请假算，

还要扣工资，太不合理了。

刘女士生气地说，感觉
自己的规律休息权被侵犯
了，“最令人感觉不公平的

是，整个公司只有我们一个
部门这么休息。”

对此，该物业公司一位
负责人表示，作为物业公司
必须要为业主多考虑，尽全
力为业主服务，临时性调整
休息时间的事情可能比较
多。“平时每季度收物业费
时，业主交费时间比较集
中，为了方便业主，我们会
临时性轮休和加班，不过都
会按规定给员工加班费。”

单位做主安排休息时
间是否合理呢？山东鲁泉律
师事务所律师刘彦玲表示，

国家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
规定周末必须休息，只要每
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

有一天休息时间就是合理
的。如果没有加班、延长工
作时间等情况，物业公司的
这种休息方式应该说是不
违法的。

济南整顿

房地产经纪行业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喻雯)17日，记者获悉，结
合济南市房地产中介服务
市场的实际情况，从即日起
到11月30日，济南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局将开展房
地产经纪行业调查工作，主
要调查房地产经纪机构是
否具备“法人营业执照”和

“济南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备
案证书”。

据了解，目前，在济南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有
138家，从事房地产经纪活
动的专业人员约为350人。

市场上也存在一些因缺乏
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等原
因，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不予备案的机构，包括从

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的个体
工商户。按照建设部《城市
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

第十条“房地产中介服务机
构，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经济组织”的要求，个体工
商户不得从事房地产经纪业

务，不在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备案登记范围之内。

“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业

代理的房屋买卖、抵押、租
赁占据的市场份额占全部
交易量的50%以上。”济南市
住房保障各房产管理局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同时，房地产
中介服务行业中存在的矛盾
也逐渐显现，诸如中介组织
诚信经营的问题、收费方面
的问题、自律方面的问题等
等，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

9个孩子中有7人搬入救助站
另有两名孩子参加完郑承镇追悼会后就没了踪影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桑付鱼)

郑承镇去世后，他收养的9个
孩子的去向成了众人关注的

焦点。记者了解到，有两个孩

子在参加完16日的追悼会后

不见了踪影，目前家中只有7

名孩子。17日中午，7名孩子
已经被安置到了救助管理

站。

“我吃的甜沫油条。”17

日，记者赶到郑承镇生前的

家中，9岁的董计旭刚刚吃过

早饭走进家门，其余几个孩

子正忙着收拾屋内的东西。

在送别郑大爷后，孩子们的情

绪基本稳定了下来，但由于即

将搬离生活了几年的家，他们

脸上还是挂着不快和迷茫。

“我们还没接到搬家的

通知，也不想走。”刘少林对

这个家恋恋不舍。在宿舍里，

14岁的方岩正躺在床上看报

纸，还不时嘟囔着“不走，我

哪儿也不去。”

9个孩子目前只有7人在

家，蔡国锋和王月贤一直没

有露面。对此，天桥区委宣传

部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可能

去上学了。在家的孩子告诉

记者，他们9人全都请了假，

失踪的两人从16日晚上起就
一直没有回来。

17日上午9时许，相关部
门召开了协调会。会后，有关

负责人表示，由于孩子情绪

尚不稳定，需要对其进行心

理辅导，18日晚他们才会正

式搬到救助站。但17日下午2

时左右，天桥区委宣传部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7个孩子已
经被转移到了救助管理站，

另外两个还没有找到。

记者随后赶到市救助管

理站时，工作人员表示孩子
们刚到新的环境，情绪尚不
稳定，还不适宜探望。救助站

负责人表示，这只是临时安

置，对于家里有父母、监护人

的孩子，他们会尽力做好工

作，动员孩子回家；对于孤

儿，将会被送到福利院生活。

17日，写着“燕

喜堂”三个金色大

字的招牌在舜和

国际酒店揭牌，命

运多舛的鲁菜“三

大名店”之一“燕

喜堂”正式回归济

南。这一有着78年

历史的金字招牌

如何复兴，业内有

着诸多期待。

燕喜堂旁落，会让济南人痛心

最大价值在于其饱含的文化
在任兴本看来，燕喜堂最大的

价值在于其饱含的文化价值。“好

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任兴本

不断重复这句话，他认为，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燕喜堂已经形成了

独特的烹饪文化，这些都必须被继

承下来。

目前，燕喜堂落户舜和国际酒

店，酒店内设有以其名字命名的餐
厅，“先得有个企业承接下来，不能

让它落地。”现在，餐厅内有一批非

常有经验的老鲁菜师傅，做得一手

地道鲁菜。

但任兴本并不满足于此，“现在

先落户，过一段时间要认真整理。”

任兴本打算在一两年后重新建一个

燕喜堂酒楼，在那里，他将深入挖掘

燕喜堂的文化，丰富菜品体系。

对于未来燕喜堂的选址，任兴

本已经有了想法，他想把新址选在

燕喜堂位于历下区的老址附近，“那

里旅游业发达，有很多外地人。”他

希望借助这样的区位优势让更多的

外地人品尝到地道鲁菜。

要保留传统鲁菜的“精气神”

作为传统鲁菜“三大名店”之

一，燕喜堂的回归无疑成为业内一
大热点，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鲁菜
的新期待。

省烹饪协会副会长孙嘉祥表

示，现在一些新兴酒店推出的鲁菜
非常好，加上外来菜系越来越多，传

统鲁菜馆必须保持自己的特色。

“燕喜堂对保持老品牌的推动

有非常大的作用，但鲁菜在保持传

统的同时，必须要适应现代人的口

味和需求。”济南烹饪协会副会长李

建国表示，随着生活习惯的变化，人

们对菜品口味的偏好也有所调整。

“现在的人追求营养，不愿吃大鱼大

肉之类的东西。”这就要求烹饪技术

要适时转变，在让市民满意的同时，

还要体现鲁菜特有的酱香口味。

对此，任兴本已有打算。“燕喜堂

要保留的是传统鲁菜的精神，具体到

菜品上必须根据顾客口味进行调整。”

他告诉记者，目前酒店已经拉出了十

几种传统鲁菜的菜单，下一步将在继

承的基础上开发新的鲁菜产品。

17日上午，孩子们听说要去救助站都闷闷不乐，他们不愿

意离开这个简陋的家。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新揭牌的燕喜堂。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