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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8月12日讯（记者
袁野） 由齐鲁晚报联合济南千佛
山景区等单位主办的大型公益相
亲活动——— 第十四届“七夕千佛山
相亲大会”暂定于8月25日—8月
30日举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2000余名单身男女报名，他们来自
各行各业，兴趣爱好也是五花八
门，总有一人会是你的梦中情人。

工作人员对已报名者信息进
行了简单统计、分析后发现,90后
报名者占42％，80后占37％。

此外，报名者的职业几乎遍
布360行，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占
到32%，大型国企、IT、金融占到
18%，教师、卫生行业占到24%。
教育、医疗、机关单位和国企职工
位列前四位，总体呈现“收入高、

学历高、工作稳定”的特点。
对报名者分析来看，男士

65%有房有车，46%有房（如需要
可随时购车），工作稳定，月薪也
在8000+，有五险一金，家庭没有
负担；女士80%以上都有稳定工
作，月薪5000+，有五险一金，其他
一切随缘。80％为济南本地人，来
自淄博、泰安、莱芜、聊城、德州、滨
州占15％，还有5％来自国内其他
省份以及在国外工作的。

据工作人员介绍，千佛山相
亲报名活动还有四天的时间。因
为疫情的原因，有几点需要注意：
1 .组委会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调整举办时间和地点；2 .根据疫
情防控需要，千佛山碑刻文化苑
活动期间将合理控制入园人数，

及时化解聚集风险。
报名者需携带：相亲大会采

取自愿报名的方式,报名费每人
100元，报名者身份证（代办人也
要带身份证）、户口簿或者单身证
明（单身证明包括：离异证明、丧
偶证明等）、最高学历证明，还需
携带用于办理出入证的一寸免冠
照片一张。

特别提醒 :办理出入证并非
必须报名者本人，可以是家人或
朋友也可，出入相亲会现场次数
多的人办理较合适。(一次报名仅
限一人办理)

报名地点:千佛山景区正北
门(9点—17点，节假日不休)报
名时间:截至8月16日。咨询电话:
82662325

本报枣庄8月12日讯（记者
姚冲） 近日，有市民给齐鲁晚报
枣庄融媒中心反映，枣庄市中区
锦龙巷下水井盖破损严重，长期
无人修理，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8月12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来到锦龙巷，从南走到北，
发现坏掉的井盖和箅子有8处。
这些缺失的井盖处，有的被用共
享单车盖住，有的插了树枝进去
当“信号树”，提醒过往行人和车
辆躲避。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市
民因为巷子里井盖的问题都曾

“吃过亏”。“我每天晚饭后都要出
来散步，之前还绊倒过两次，晚上
路灯也不太亮，井盖比较靠边，还

坏了那么多。”家住印染小区的市
民王先生说。

一位刘先生也向记者诉说了
自己曾经的遭遇，“我平常晚上做
代驾，有一天晚上我的迷你代步
电动车的整个前轮都卡进井盖里
了，幸亏骑得慢，要不人得甩出
去，确实该修修了！”

这条小巷百米路
八个井盖变陷阱

本报青岛8月12日讯（记
者 赵波） 8月12日，青岛市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建商品住
宅全装修建设管理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正式施行。
这意味着，以后青岛新房市场
将告别毛坯房交付的惯例，新
房交付可直接入住。

记者了解到，“全装修”是
指在住宅交付使用前，所有功
能空间的固定面全部铺装或
粉刷完成，厨房、卫生间等基
本设施配置完备，满足基本
使用功能，可直接入住。近年
来，青岛市新建商品住宅全
装修交付的项目逐年增多。

推进住宅全装修，不仅有利于
提升住宅装修集约化水平，提
高住宅性能和消费者生活质
量，还能减少二次装修造成
的材料浪费、环境污染和安
全隐患。但在全装修项目的
交付过程中，针对全装修的
质量、标准、建材公示等方面
也出现了较多争议和纠纷。
特别是在房价下行期，这些
矛盾更加凸显。为了加强商
品住宅全装修项目的管理，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切实维
护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青岛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制定出台
了该《通知》。

记者注意到，《通知》要求
开发企业采用建筑、装修一体
化设计，一并办理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质量监督、安全监
督和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从
源头上将商品住宅全装修纳
入监管。

《通知》还要求开发企业
实行交付样板房制度。要求开
发企业按交付标准设置实体
交付样板房，并逐一与购房者
书面确认装修的内容，做到

“所见即所得”，有效遏制虚假
宣传以及样板房与交付实体
不一致的现象，从而减少交付
时的争议纠纷。

本报济宁8月12日讯（记
者 汪泷 通讯员 胡克潜）

11日上午，济宁市汶上县百
姓超市负责人马轩来到县人
民医院，送来了两面锦旗，一
面感谢汶上县人民医院培养
了这么好的医护工作者，一面
感谢李洋护士救死扶伤的精
神。这时院里才知道，原来8月
9日晚上，多亏了护理部副主
任李洋在超市内及时伸出援
手，才让一位突发疾病的大姐
转危为安。

8月9日晚上，李洋带着两
个孩子去百姓超市购物。“晚
上9点多了吧，我们仨买了一
车生活用品，已经准备离开超
市了。”正在这时，李洋突然听
到旁边的超市入口处有人喊
了一声“大姐你咋了？”“快救
人！”循着喊声看去，李洋看到
入口处一位穿着超市工装的
大姐躺在地上，看上去已经神
志不清。说时迟那时快，李洋
瞬间丢掉手推车冲了过去。

李洋先是用手拍击大姐的
双肩，并且大声呼喊：“大姐，醒
一醒，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发
现大姐没有了呼吸，而且颈动
脉没有波动。”李洋告诉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几乎是本能
反应，她开始对大姐施行心肺
复苏。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抢救，
发现大姐渐渐有了呼吸、有了
脉搏，双眼也能微微睁开，她也

跟着松了一口气。
此时，1 2 0 急救车已经

到了楼下。“我提醒工作人
员务必扶稳她，直到急救人
员上来之后，才想起来我的
两个孩子。”

记者查看监控注意到，当
李洋“丢下”孩子救人的时候，
3岁的小女儿已经站上了扶
梯，而7岁的大女儿有些不知
所措地跟着她。“从超市里出

来之后，我发现两个孩子都不
见了，也顾不上购物车里买的
东西了，赶紧楼上楼下地去
找。”李洋告诉记者，后来她才
知道，小女儿在一楼停留了许
久，而大女儿看到妈妈顾不上
管她，又自己上了三楼，多亏遇
上了以前上过早教的老师，赶
紧把她领到一楼和妹妹会合。

据悉，被救的大姐目前情
况稳定，正在家中休养。

千佛山相亲会已有2000多人报名，来自360行

你的意中人也许就在这里

青岛新房告别毛坯
规定交付直接入住

超市大姐突发疾病
购物护士心肺复苏救人一命

雨箅子成陷阱。

▲看到有人倒地，

李洋丢掉手中的购物

车迅速奔过去救助。

视频截图

李洋正在对倒

地的大姐进行心肺复

苏。 视频截图

本报青岛8月12日讯 “宜家
会员开放日，安保人员与三名女
性顾客爆发冲突，男保安拳脚相
加，太可怕了，你们快来看看吧。”
8月12日11时左右，多位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的读者向记者报料
称，青岛宜家保安与女顾客打架，
致三人不同程度受伤。

热心读者还向记者发来了两
段现场的视频和多张图片。记者
从其中一段时长为7秒的视频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名身穿黑色
上衣和裤子的中年男性与三名分
别身穿粉色、绿色、黑色上衣的年
轻女子发生言语冲突，在交涉中
双方互有身体接触，在视频的第
三秒时，黑衣男子突然发怒，用右
手正面掐住黑色上衣女子的脖子
将其单手摁倒在地，女子后脑勺
着地，表情痛苦不堪。

另外一段时长为55秒的视频
则显示：黑衣男子的上衣衣领处被
撕开，此时，两位身着制服的交警
抵达现场，同时还有两位身穿黄蓝
条纹宜家商场工作服的员工赶来，
但黑衣男子面对警察和拉架的员
工并未停手，又将另外两名女子打
倒在地。面对警察和围观群众，黑
衣男子并未及时收手。

12时许，记者赶到事发现场，
因为当日是青岛宜家会员开放
日，前来购物的市民非常多。“事
情发生在11点左右，当事人驾车
来到停车场入口处准备在路边停
车，安保人员告知此处不能停，需
要排队等候进停车场，结果发生了
矛盾。”据知情人士透露，矛盾的起
因系停车纠纷产生争执。“无论如
何，安保人员殴打顾客这个事儿就
不对。”多名目击者表示。

对此，宜家青岛商场方面表
示，经初步了解，事件起因是顾客
与第三方安保人员因停车问题产
生争执，目前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打人者已控制在派出所
内。”12日下午，记者从崂山警方
获悉，接警后他们立即组织警力
前往现场处置。目前案件正在办
理当中，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查
处。

（本报记者）

停车引发争执
保安打倒仨女顾客

本报东营8月12日讯（记者
吕增霞） 12日上午，东营市红十
字会举行公益捐赠可追溯系统发
布会，该系统实现了全环节智能、
全流程可溯、全过程监督，最大程
度地回应了社会关切，用公开透
明呵护了捐赠人的爱心，在全国
走在了前列。

该系统的建成，实现了捐赠款
物接收的即时公示和捐赠人对捐
赠款物的全程追踪，爱心款物发生
变动时系统会实时更新，捐赠人可
通过预留的手机号以短信验证码
的形式通过东营市红十字会微信
公众号或官方网站登录该系统，随
时查看自己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
及使用去向。同时，款物的流转和
使用手续都在系统内完成，大大减
少了工作量，在全国走在了前列。

东营市公益捐赠
实现全程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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