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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换物节周六走进聊大
时间：上午 9 点开始 地点：聊大五四广场

本报聊城 11 月 17 日讯
(记者 陈洋洋) “太实用
了，来我们学校举办吧。”
由于本报在建设路小学、人
民公园和人民广场举办的前
三届换物节深受欢迎，近
日，聊大不少学生致电本
报，希望换物节走进大学校
园。 20 日(周六)上午，本报
开心换物节将在聊城大学五
四广场举行，欢迎广大读者
来换宝。

“上周六有事没去，这
次一定去看看。”市民张女

士说，上周六的换物节自己
本来报了名，因为临时有事
没去，很遗憾，没想到这么
快第四届又开始了。她说，
自己家在柳园路上，离聊城
大学很近，去活动现场很方
便，新家刚装修完，以前的
旧家具“退伍”了，正好拿
到换物节上换一换。

截止目前，本报换物节
已经成功举办三届，前三届
分别在建设路小学、人民公
园和人民广场举行，由于深
受读者喜爱，本报将作为品

牌活动，根据市民需求长期
举办。

上午 10 点，聊城大学理
工学院不少同学打来电话，提
前报名参加。“我们学院已经
有 300 多名同学报名了。”该
学院 E 通科技社的高全喜说，
听说本届换物节要走进聊大，
E 通科技社的同学联合报名
参与组织活动，希望能协助提
供场地和活动的桌椅音响等，
并派志愿者维持秩序，为换友
们服务。“我有台灯和古典书
籍，想换点电子物品。”大二学

生付路路说，上次参加人民广
场那场换物节，用自己的小发
明换到了漂亮的打火机和十
字绣，觉得很值，这次要淘更
多好东西。

20 日上午 9：00-12：00，
本报开心换物节如期在聊城
大学五四广场举行，如果您有
好 的 创 意 和 特 别 的 “ 宝
贝”，可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8451234 ，或加入本报换物
QQ 群 111417265 留言，也可
登录本报论坛 h t t P ： / /
bbs.q1wb.com.cn 留言。

本报聊城 11 月 17 日讯
(记者 陈洋洋) 新时代小区
19 号楼居民反映， 7 月份修
地下室漏水时，施工方拆走
了地下室的门，现在还没把
门安上。有居民花钱买了新
门，现在还有十几个地下室
没有门。施工方表示，这 23
个门会在 3 天左右安好。

14 日上午，记者在新时
代小区 19 号楼看到，该楼共
9 个单元，有近百个地下
室。大部分地下室的门完
好，但有 17 个地下室没有
门， 16 个地下室安装了防盗
门。居民刘女士说，防盗门
是居民自己安的，一个门花
了一千多。刘女士说，因为

小区地下室漏水， 7 月份开
始维修， 8 月份修完了，但
有 20 多个门到现在也没安
上。

居民周先生说，家里有
两辆电动车，以前都放在地
下室，也在地下室里充电，
现在寄存在小区门口的超
市，一辆车每月交 30 元存车
费，充一次电也要花两元
钱。

河南全成防水防腐有限
公司经理李百康说，他们受新
时代小区建筑方裕兴建筑有
限公司委托，维修小区漏水的
19 号楼的地下室。“合同规
定，施工结束支付 8 万元施工
费，但现在还没拿到钱。“没给

工钱工人不肯干，剩下的 23
个门就没安。”

裕兴建筑有限公司的邵
经理表示，按照聊城市住建委
的规定，他们负责找施工队
维修，不是出资方，这次施
工的钱需要住建委那边资金
到位后才能支付给施工队。

市住建委开发科相关负
责人表示，现在正积极协
调，督促施工队尽快给地下
室安上门。 17 日上午，裕兴
建筑公司先出资垫付 3000 元
安装费，经协商，河南全成
防水防腐有限公司同意三天
左右将剩余的门安装完毕。

漏水修好三个月 地下室的门还没回来

新时代小区地下室“丢”了23 个门

本报聊城 11 月 17 日讯
(记者 王传胜) 每年 11 月
的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

节”，今年的感恩节是 11 月
25 日。本报联合顺屹家居举
行“感谢有你”征文活动，

邀请读者朋友，请在大声说
出你的爱。

感恩节本来是国外的节
日，但我国也有“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
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要感
激的人很多，含辛茹苦养育
我们长大的父母，呕心沥血
培育我们成长的师长，在身
后默默支持我们的伴侣……
本报将开辟版面，给读者一
个向亲朋好友倾诉感谢的平

台。不用吝啬你的文字和感
情，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写
下你的最真诚的感谢。

征文要求：真情实感，真
人真事；必须原创，内容健康
向上；体裁不限，千字以内。投
稿邮箱 lcqlwb@126 .com。截稿
时间 2010 年 11 月 28 日。评审
组在来稿中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
鼓励奖 10 名，选择优秀稿件
在本报刊登。

本报联合顺屹家居举行“感谢有你”有奖征文

感恩节，大声说出你的爱

17 日，新时
代小区 19 号楼地
下室连着好几个
都没有门。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本报聊城 11 月 17 日
讯(记者 刘云菲) 16
日，本报以《百名业主交
取暖费物业不收》为题，
报道滨河花园百名业主
交取暖费物业不收。目
前，滨河花园小区部分业
主准备成立业主委员会
维权，现在已有 20 多人
报名。

谈起 16 日发生的
事，居民高女士坚持不交
物业费，所以也没交上取
暖费。她上网了解到，居
民想维护自己的权利，就
要申请成立业主委员会，
于是她在小区贴出告示，
希望热心居民报名。记者
看到，这个告示上写着：

“本小区业主已大部分入
住，为建成一个幸福的家
园，成立业主委员会，望

业主积极报名。”高女士
说，一些热心居民看到这
个告示，现在已有 20 多
人报名，已经确定 9 人为
筹备小组成员。“我今天
去经济开发区东城街道
办事处，询问了成立业主
委员会的事，街道办事处
的工作人员说，会向领导
汇报，让我等消息。成立
业主委员会，就能为小区
的居民公平、公正地办
事，维护居民应有的权
力。”

该小区物业公司工
作人员称，之所以不收取
暖费，是因为有些居民阻
碍其他人交取暖费。“现
在已经有很多人交上取
暖费了。一些居民长期不
交物业费，物业公司运作
很困难。”

后续报道：

滨河花园筹备成立业委会
目前已有 20 多人报名

由聊城市公安局交
巡警支队、聊城市特警支
队、聊城市百货大楼共同
主办的“警民共建安全环
境”暨安全知识讲解大会
于 11 月 17 日上午 7：00
在金鼎购物中心广场盛
大召开，聊城市百货大楼
4000 余名干部职工和聊
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聊城市特警支队的领导
及干警代表汇聚一堂，听
取了干警们的安全知识
精彩讲解。凛冽寒风挡不
住干警们的讲解热情，台
下时时传来阵阵激烈的
掌声。

鉴于百货大楼路口

是聊城车流、人流、物流
相对集中的路段。本次安
全知识讲解活动旨在通
过干警们的讲解，以理论
联系实际案例，向聊城市
百货大楼全体干部职工
言传身教防抢、防盗、道
路交通安全等安全知识，
提高每位员工的安全意
识，以预防和减少不必要
安全意外事故的发生。让
每位员工高高兴兴上班
来，安安全全回家去，确
保每位员工家庭幸福美
满。更充分体现了聊城市
百货大楼领导班子对企
业每一位员工的无比关
爱之情。 (陈福来)

聊城市百货大楼：
警民共建安全环境
——— 暨安全知识讲解大会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