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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陈晓丽 实习生 张泽
文

9月17日，第十三届中国(济
南)国际信息技术博览会暨2020
中国(济南)数字经济高端峰会在
济南开幕。本次博览会以“新基
建新机遇新动能”为主题，聚焦
新一轮信息技术加速变革的趋
势，注重科技与生活的结合，以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在博览会现场，8K智慧屏、
5G等众多黑科技和创新成果纷
纷亮相。其中，为室内环境进行
消杀的新技术——— 乐净空间智
能消杀系统备受关注。

“目前对室内环境进行消杀
主要使用84消毒液和紫外线，虽
能有效杀灭细菌，但也存在一些
不足。”济南海基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鹏介绍，例如无法
做到全覆盖、残留刺激性气味等。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为助力疫情防控，济南海基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
乐净空间智能消杀系统1 . 0版
本，并于今年4月10日首次亮相。

该系统分为消杀单元、控制
端和系统管理平台、可视化数据
平台四部分。其中消杀单元外形
类似壁挂式空调，利用高压对空
气电离并产生臭氧进行消杀。

“臭氧的强氧化性使其具备极
强的消杀作用，此前主要用于工业

消杀，例如游泳池、饮用水厂等。”王
鹏介绍，臭氧产生后60分钟可完全
分解为氧气，无污染无残留。“乐
净空间智能消杀系统正是利用
臭氧，对室内空气和物体表面完
成整体消杀。”王鹏介绍，对空间
内细菌病毒的消杀效率高、速度
快，仅需30-40分钟即可完成，消杀
率可达99.75%。

“这套系统对所有室内空
间，包括教室、多功能厅、办公
室、食堂、宿舍、图书馆均适用。”
王鹏介绍，此次博览会的高峰论
坛主会场就是由乐净空间智能
消杀系统每天晚上进行消杀,“目
前，适用于车辆和家庭消杀的臭
氧消杀系统正在研发，未来可用
于家庭除甲醛、消毒杀菌等。”

只需半小时，臭氧“干掉”室内细菌病毒
助力疫情防控，新型环境消杀技术亮相信博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谷婉宁

9月17日，记者从济南市多个
政府部门获悉，济南大悦城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王舍人片区A-1地
块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济南中粮
祥云项目)违规销售被处罚。

济南中粮祥云项目，由济南
大悦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据了解，该项目1-5号楼形象
进度未达到预
售许可条件，
但其提供虚假
材料骗取《商
品房预售许可
证》并对外销
售，有关部门
发现后责令其
停止销售 (包
括线上、线下)
并限期整改，
但其仍采用线
上选房方式进
行销售。

济南市有
关部门对该项
目违规行为依
法调查取证，
处罚如下：

一、撤销
中粮祥云项目
1-5号楼商品
房 预 售 许 可
证；

二、取消
开发企业通过

“告知承诺”办
理工程建设审
批 手 续 的 资
格；

三、责令
开发企业退还
前期收取的认
筹金并处以预
收款 1 % 的罚
款；

四、行政
处罚信息推送
至信用济南、
信用中国网站；

五、降低开发企业信用等级
为C级；

六、将中粮祥云项目1-5号楼
预售许可条件楼座形象进度由6
层提高至12层，中粮祥云项目预
售监管金留存比例提高20%；

七、将其违规行为通报其控
股公司(大悦城总部)及其注册地主
管部门；

八、对中粮祥云项目施工单
位(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监理单位(山东鼎晟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虚假材料
行为进行全市通报批评，纳入信
用评价，给予信用扣分。

此外，济南市市场监管局就
其涉嫌发布违法广告问题已经立
案，目前正在调查处理中。

车里车外的“牵挂”
十多年如一日，烟台汉子带瘫痪妻打工，不离不弃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雪丽

妻子捡回一条命
走到哪儿都带着她

9月14日上午，年过六旬的
程显叶安静地坐在面包车里，双
眼紧盯窗外。尽管工地围栏遮挡
了视线，她并不能看清程绍龙的
身影，但她还是习惯了这种姿
势，知道老伴就在不远处，这让
她心里无比踏实。

距面包车不到10米的地方，
程绍龙正和工友紧张地忙碌着。
近期，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街道三
和绿景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
程绍龙在工地找到一份活儿干。

和人说话时，程显叶习惯用
手指着自己右侧头部，呢喃着。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黑白相间的
头发下，明显有一道凹陷。“这是
当年做手术留下的，她逢人就会
说。”程绍龙感叹道，2007年，一
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改变了整个
家庭。

程绍龙清晰地记得那一天，
当天自己在烟台一处工地干活，
由于机器故障，需要下班后维
修，他特意打电话给妻子，说晚
一点回家。“本以为要花很长时
间维修，想不到十多分钟就解决

了，现在想想真是庆幸。”程绍龙
回忆道，忙完之后，他像往常一
样匆匆赶回家，却被眼前的一幕
吓了一跳，妻子昏倒在地。

程绍龙急忙将妻子送到医
院救治，诊断为突发脑溢血，“做
完手术，昏迷了一个月，好不容
易醒过来，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可后期肺部又出现感染，一共住
院54天。”程绍龙说，幸亏送医及
时，经过全力抢救，总算把妻子
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但从此以
后，程显叶行动不便，生活不能
自理。

程绍龙说，妻子做手术住院
花了十多万元，都是亲戚朋友帮
着凑的。为了养家糊口、挣钱还
债，他决定一边照顾妻子，一边
打工挣钱，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成
为夫妻俩临时的家。无论到工地
干活，还是上街买菜，他都会开
着面包车，带上老伴。

上个车，老两口得花20分钟

目前，程绍龙和妻子住在烟
台莱山区莱山镇友谊村，每天出
工之前，怎样让妻子坐到车上，
对程绍龙来说都是一大挑战。程
显叶无法独立行走，必须有人搀
扶才能勉强挪步，“我们住的是
平房，她走得很慢，每次只能挪
一小步。”程绍龙说，早上为了赶

时间，他有时会用轮椅将老伴推
到面包车门口，但如何让她坐到
车上，就非常麻烦了。

程绍龙中等身材，体重160
斤，而妻子程显叶身材肥胖，得
有一百七八十斤重。程绍龙每次
都得抱着妻子一点点往车上挪，
经常累得满头大汗。正常人只需
几秒钟的上车动作，对老两口来
说，要花20分钟。每次出门，程绍
龙都会带着水杯、毛巾、毛毯、便
盆、纸尿裤等，有时怕老伴饿，还
会提前煮上几个鸡蛋，放在车上
备着。如果需要大小便或有其他
事，老伴就会给自己打电话。

每天看着丈夫顶着太阳干
活，程显叶心里也不是滋味。“心
疼，回家做饭，还得伺候我。”受
病情影响，程显叶说话大不如以
前，但天天能跟着丈夫出来，她
说自己很开心。

“我俩之前是同学，没病之
前，她对我很不错，现在她病了，
我也得好好照顾人家。”程绍龙
笑着说。

程绍龙与妻子的老家都在
海阳朱吴镇，又是同班同学，可
谓青梅竹马，也正因这种两小无
猜的坚实感情，让两人面对疾病
和风雨时，不离不弃。由于带着
妻子，工地上的活程绍龙一年只
能干三四个月，“天太冷太热，都
不行，她在车上遭罪。”程绍龙

说，剩余时间，他只能给人干点
零工，跑个腿。

“有她在，家就在！”

每天傍晚收工后，程绍龙就
会带着妻子去市场买菜，回家做
饭，给妻子换洗衣服，收拾卫生，

“白天，她一直坐在车上，缺少运
动和锻炼，傍晚空闲的时候，我
都会扶着她在院子里走走。”程
绍龙说，目前，老伴身患多种疾
病，自己打工挣的钱都不够看病
吃药的。由于肾结石压迫输尿
管，老伴每天晚上都要起夜四五
次，急需手术，目前他和孩子都
在努力挣钱，争取能为老伴早日
手术。唯一让程绍龙感到愧疚的
是儿子，“家里条件差，拖累了孩
子。”程绍龙说，儿子已到结婚年
纪，但姑娘一看家庭状况，都有
些不乐意。

最让程绍龙担心的就是妻
子越来越暴躁。“她的记忆力
变得很差，像个孩子一样，时
不时就会发脾气。”程绍龙说，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让着
她，她身体有病，咱也得理解
她。”程绍龙说，当坏情绪过
后，妻子也会和他聊天、拉家
常，这个时候，那种温馨的感
觉就又回来了，“不管怎样，有
她在，家就在！”

乐乐净净空空间间智智能能消消杀杀系系统统吸吸引引了了不不少少观观众众。。

初秋的烟台，天气已经很凉
爽，在芝罘区一处工地上，程绍
龙还是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临近
中午，刚结束手中的工作，他来
不及擦拭一下汗水，便径直走向
路边的面包车，他的妻子在车上
坐了一上午，也看他干了一上午
的活儿。

2007年，程绍龙的妻子突
发脑溢血，在医院昏迷30天、住
院54天后，终于捡回一条命。但
从此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
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伴，程绍龙
决定将妻子带在身边，无论是
在工地干活，还是赶集买菜，两
人都形影不离。车里车外，都有
一份浓浓的牵挂。

中午时分，程绍龙照顾妻子吃饭，干了一上午活儿，他也趁机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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