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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改造供水管道 费用没人出
市住建委：因没有公共维修基金，费用应由住户承担

本报聊城 3 月 21 日讯
(记者 李璇) 21 日，本报
以《70 户居民停水一周》为
题，报道了湖北小区 8 号楼
一处供水管道破损，导致该
楼 70 户居民家停水一周。小
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供水管
道破损严重，只能更换新管
道，但小区没有维修基金，费
用应由住户平摊。

居民刘女士说，物业找

到了管道破损处，却一直没
有修好，并让该楼居民每家
交 100 元，用于更换新管道，
还说要每 5 户安装一块新水
表。“供水管道在居民楼外的
公共区域，应该由小区物业
承担，而每户居民家都有水
表，没必要再安装。”

小区物业侯经理说，该
小区已建成十几年，供水管
道总体年久老化，小区其他
居民楼有的已开始更换改
造。“供水管道属于公共设
施，维修需动用公共设施维

修基金，但由于该小区建设
早，居民没有交纳公共设施
维修基金，如果由物业承担，
加上专业人员的施工费用，
我们根本承担不起。”

“本来打算先修上 8 号
楼的漏水管道，给居民暂时供
上水，但管道上有多处漏水
点，根本不能修，只能更换和
改造新管道，需要每户居民均
摊 100 元维修费。”侯经理说，
现在住户意见不统一，多数不
接受每户均摊100 元，也已和
楼长协商，争取尽快更换改造

管道，恢复正常用水。
对于每 5 户安装一块水

表，侯经理说，现在小区每天
水耗 400 多方，每个月光水
耗费用物业就得赔 1 万多块
钱，而 5 户安装一个水表只
是对偷水行为进行限制。

市住建委房管科工作人
员说，像湖北小区这样建成
较早的老小区，如果没有交
纳公共维修基金，可以补
交，而现在急需更换供水管
道，费用只能由住户自己承
担。

仨聊城小伙

去年娶到洋媳妇
本报聊城 3 月 21 日

讯(记者 邹俊美 通讯
员 陈磊) 记者从市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获悉，
去年共 20 对涉外、涉
港澳台居民及华侨和出
国人员办理婚姻登记，
其中有 3 位聊城小伙娶
到洋媳妇。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
员介绍，自 2006 年至
2010 年，平均每年有
20 多对涉外、涉港澳台
居民及华侨和出国人员
办理婚姻登记， 2006
年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15
对，而从 2 0 0 7 年到

2010 年，没有低于过
20 对。去年嫁到聊城的
有 6 人， 3 个外国人，
1 个华侨， 2 个港澳台
同胞，嫁出去 14 人，其
中嫁到港澳台 5 人，日
本 4 人，美国 2 人，韩
国、伊朗、印度各 1 人。

该工作人员说，原
来嫁到国外去的聊城姑
娘占多数，现在越来越
多的洋姑娘愿意嫁给聊
城小伙。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涉外及涉华侨、
涉港澳台婚姻中“老夫
少妻”的现象普遍，现
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3 月 20 日，一幼
儿园老师给小朋友讲
解“健康睡眠”常识。3
月 21 日“世界睡眠日”
到来之际，聊城东方
岚谷幼儿园开展“学
睡眠，保健康”主题教
育活动，通过老师示
范指导、做游戏等形
式，教育孩子从小养
成正确的睡眠习惯。

本报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做游戏学睡眠

本报聊城 3 月 21 日讯
(见习记者 赵寰) 市民范
先生通过电视购物给孩子买
玩具，并在邮购单上留下了
自己的手机电话，没想到竟
时常接到骚扰电话。

范先生介绍，今年 2
月，他通过电视购物给孩子
买了一款名为“快乐小新”
的益智玩具，在填写邮购单
时，在联系方式一栏了留下
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随后一
段时间，范先生几乎每天都
会收到该公司的推销电话和

相关产品的说明，有时候半
夜也会收到类似的电话和短
信。

范先生说，来电人先会
和他套近乎，“最近孩子怎么
样？”“孩子快乐吗？”“父母有
没有抽出时间多陪陪孩子
啊？”作出一副很关心孩子的
样子。随后，就会谈到该公司
最近的“最新力作”，哪种玩
具能促进孩子智力发育、能
让宝宝快乐成长、能提高孩
子的动手能力……“现在我
可好了，看到陌生号码就害

怕，接吧，怕又是那种推销的
电话，不接又怕是业务上的
往来，耽误了工作，别提多难
受了！”

范先生回忆，3 月 15 日
下午，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人称他的同学在阳
谷被撞伤住院了，急需用
钱，让他汇款。当他问及同
学的体貌特征时，电话里那
个人说的差不多，然而当他
要亲自将钱送过去时，对方
竟百般阻挠，这使他心生疑
问，于是就给同学家里打了

一个电话，结果发现根本没
有这回事。“自从留下电话
后，我好像变得很忙。”范
先生苦笑着说。

市消协工作人员表示，
受到此类“后遗症”困扰的
消费者很多，目前网上、电
视购物及商家办会员卡等，
都会要求消费者留下个人信
息，容易造成消费者个人信
息遗失。该工作人员提醒消
费者慎留个人信息，联系方
式可选择留办公电话，避免
随时随地的短信、电话骚扰。

推销电话半夜打进来
市民诉苦：别提多难受了！市消协：购物慎留个人信息

中通客车将

新建三个技师工作站

本报聊城 3 月 21 日
讯(记者 刘云菲 通讯
员 刘善荣) 中通客车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今年建立全市首个“汽
车焊工技师工作站”、

“ 汽 车 钳 工 技 师 工 作
站”、“汽车涂装工技师
工作站”，为社会输送更
多的高技能技术人才。

据了解，去年 9 月，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响应省里政策，于
11 月 8 日成立首个技师
工作站———“汽车电工
技师工作站”，组织培训
350 余人次，取得各项攻
关及创新项目 120 余

项。今年将扩大工种工
作站，筹建汽车焊工技
师工作站、汽车钳工技
师工作站、汽车涂装工
技师工作站，进一步与
技工学校合作，培养输
送更多高技能人才。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制造
企业缺乏技术工人，尤
其是具备高端技术的工
人，而多数年轻人不愿
吃苦，在技术攻关上达
不到标准，为此成立工
作站，通过模范带头人
作用，影响并带动整体
操作水平。

本报茌平 3 月 21 日
讯(记者 刘云菲 通讯
员 陈旭) 茌平县《奋
进的轨迹·辉煌的成就》
一书于近日出版发行。

据了解，该书共计
50 余万字，精选图片近
千张，详细描述了茌平
县人民进军百强县的艰
辛历程，生动反映了全
县各县直部门(单位)、各

乡镇街道、各行业取得
的成绩，系统展现了茌
平县在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党的建设和国防建
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全面总结了百强县建设
过程中的宝贵经验，为
推动今后茌平县健康快
速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

茌平出版发行

《奋进的轨迹·辉煌的成就》

智能化，是人们梦寐
以求的科技结晶，在终结
者、变形金刚等高科技大
片中，智能机器人充斥在
各个领域，虽然只是夸张
的幻想，智能化机械早已
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尤其
在汽车行业，各大制造商
都在积极的研发高科技含
量的智能装备，以求更好
的操控性与舒适性。上海
大 众 在 即 将 上 市 的 都 市
SUV ——— TIGUAN 途观
上所配备的各种智能化安
全 设 备 ， 将 引 领 都 市
SUV 迈入智能安全新时
代。

护：悍然不动

在安全防护方面，途观
可以说具备了领袖同级市场
的天赋。欧版 Tiguan 已经
达到大众汽车最高级别的安
全标准，不仅获得了欧、美
NCAP 双五星安全评级，而
且高刚性安全车身、SRS 柔
性防护等一应俱全。进入中
国市场后， TIGUAN 途观
将承袭欧美的安全标准，并
且对车身结构与钢板进行设
计工艺上的升级与精炼，造
就一身铜墙铁壁。加上前排
整合式双SRS 气囊、前排侧

SRS 气囊、头部气囊的多方
位被动防护，俨然一名悍然
不动的护卫尽职地保护乘驾
者的生命安全。

防：智慧机动

在刚柔并济的车身防护基础
上，途观更配备了高科技安
全装置，它们好像许多具有
思考能力、预知能力的机器
保镖，为车主提供更精准的
智能化保护。

途观领先同级的动力辅
助科技装备——— 4MOTION
智能全时四驱系统与系出同
门的豪华 SUV 途锐的配置

相同，它能提够优越的驾控
性，使轮胎产生超强抓地
力，从而轻松应对柏油路
面、崎岖不平的山路与湿滑
的冰雪路面，大大改善了车
辆的主动安全性能。无论在
都市还是野外，驾驶者都能
劲情享受更安全更畅快淋漓
的驾驶乐趣。
途观配备的 ESP 系统也是同
级别 SUV 中绝无仅有的安
全设备，它称得上是当前汽
车防滑装置的最高级形式。
ESP 系统的控制单元通过安
插在车身各个关键部位的传
感器信号对车辆的运行状态
进行判断，探测和分析车况

并纠正驾驶的错误，防患于
未然。

另一个可圈可点的安全
装置是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就连保时捷卡宴也没有配置
的该系统在途观身上进一步
升级，这项高智慧的系统能
够自动驾驶车身停入理想的
车位。它与后视摄像头(豪
华车型中的标准配置)，演
绎着黄金拍档的默契。

辅：细致周到

不仅如此，途观在细节
之处增加了许多小型智能安
全装备，提供细致周到的贴

心服务。
比如智能 AFS 双氙气

放电大灯，它带有随车转向
功能，伴随着车辆转弯能够
自动调节最佳的照射角度，
还可以自动调节灯光，帮助
驾驶员更及时、更清晰地看
清前方路况，尤其确保了夜
间行车与多弯路线的行驶安
全。

作为一部具有战略意义
的都市 SUV ， TIGUAN 途
观领先于时代的安全科技配
置让它更具魅力。相信途观
承继的将不仅仅是卓越的安
全性能，更将延续在全球市
场引发的热销浪潮。

TIGUAN 途观引领都市SUV 进入智能安全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