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壹读
2021年3月4日 星期四 编辑：蓝峰 组版：洛菁

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针对本报报道的问题公厕指示牌，济南城管回复：

将在精细管理工作细节上下功夫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程凌润 实习生 张晓晨

小区保安称不会拦着
但门口有人脸识别门禁

此前有媒体报道，解放路西
起青龙桥,东至二环东路,在3 . 8公
里的主干道上,建设公厕达11座。
对此，济南市城管局相关部门负
责人称 ,按国家规定 ,在城市主干
道按间距300米-500米建设公厕,
解放路的公厕设置正好符合这
个规定。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解放东
路的公厕数量却少得可怜，仅有
一两个。其中一个公厕位于一个
封闭小区之中。在姚家雁翔苑小
区北门附近，一块蓝底白字的公
厕指示牌指向小区内部，而门口
设有人脸识别门禁系统。

“这里面有公共厕所，就在
前面 1 0 0米左右。”该小区一位

保安说，虽然他们小区设有门
禁系统，但是市民仍可以进小
区如厕，“只要是进来上厕所
的，我都不会拦着”。不过，市民
想要如厕需尾随小区居民进
入。

“这个公厕是人家（原姚家

村）建设的，建成以后可能管理
不到位，就交给我们城管管理
了。”记者根据公厕门口悬挂的
牌子联系到历下区城市管理局
一名工作人员，他称历下区仅
有一个公厕设立在封闭小区内
部。

发现指示牌有问题
可拨打12345反映

3日，记者探访了纬一路、和平
路、泉城路、解放路、解放东路等路
段，发现大部分公厕指示牌可以找

到公厕，不过仍有指示牌存在问题。
山师北街与和平路口的一

块公厕指示牌上面并未标记具
体距离，不过记者顺着方向的确
在靠近文化西路的地方找到一
个公厕；山师东路与和平路路口
附近有多块公厕指示牌，上面则
标注了200米、100米等字样。

据粗略统计，和平路（历山路
至二环东路）3公里的路段上有20
余块公厕指示牌，沿途有6个公共
厕所。其中，仅有诚基中心附近一
块指示牌上的箭头方向存在“问
题”，其箭头没有指向最近的公厕。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设施处
相关工作人员称，全市约有1万
个公厕指示牌，其中有1000个左
右指向配套厕所。

“可能有个别公厕拆除了，
指示牌出现了变更。”该工作人员
称，如果市民发现公厕指示牌出现
问题，可以拨打12345进行反映，他
们会派工作人员现场核实，然后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纠正。

花三万多做“管控商”，承诺的客源一直没兑现
涉事公司已重新注册，壹点帮办联系到公司，负责人称将补签合同安排客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戚云雷

花16500元购300盒面膜
成为区域管控商

壹粉陈静（化名）是河南新乡
市人。去年4月她在抖音看到济
南良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冰菊
面膜广告。由于正处于疫情防控
期间，自己又在备孕，闲着没事的
她就想着买点面膜做微商在朋友
圈推销。留下姓名和电话后，很快
有公司工作人员安排一名李姓培
训老师与她对接。

“培训老师说我的朋友圈没那
么多人，比较适合做公司的管控
商。”陈静说，培训老师告诉她，管
控商的意思就是她从公司拿货，公
司给她安排客源，这样她能从每盒
产品中赚取20元左右的差价。

随后，陈静被济南良景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授权成为新乡的管
控商，从2020年4月20日到2021
年4月20日，为期一年。陈静从公
司买了300盒面膜，总价值16500
元。不过，在付了8000元后，陈静
手里就没钱了。为了不让已付的
8000元打水漂，她只好听从培训
老师推荐，在网上贷款8500元支
付剩余货款。

拒绝再买精华
公司不给安排客源了

接下来，培训老师将陈静
推给了公司市场部，市场部经
理听说她只有面膜，称还要有
配套的洗面奶。此时培训老师
也称，面膜和洗面奶是一起发
放的，如果没有洗面奶要扣她
的奖金。陈静只好又从网上贷
款 2 1 0 0 0 元购买了 300盒洗面
奶。至此，培训老师再次把陈静
资料交由市场部来安排客户。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市场部
经理又让她再买点精华。

“我实在承受不了了，因为这
些货款都是从网上贷的。”陈静
说，她希望市场部先给她安排客
户，把货卖出去回款，但市场部经
理回复称面膜、洗面奶和精华都
是一块发放的。

陈静说，由于不同意买精华，
公司一直拒绝为她引流客源，所
以从去年4月到现在，公司一个
客户也没给她安排。

2月19日，陈静又联系公司
催促对方尽快安排客源，公司一
名李姓负责人给她回电，让她再
买50套精华，每套160元，称只要
拿了货，一定会给她分配客户。陈
静认为自己陷入公司“套路”，拒
绝了公司提议。

一边拿着产品卖不出去，一
边还要还着贷款和利息，陈静目
前压力非常大。眼看着管控商授
权期就到期了，而洗面奶还剩半
年多的保质期，她心急如焚，“我
希望公司能尽快给我安排客源，
或者直接给我退款”。

打算接受公司提议
补签合同引流客源

3月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来到位于历城区花园路银
储大厦的济南良景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但公司注册地址上却是另
一家公司。天眼查信息显示，济南
良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于
2020年12月2日被注销。

陈静经向该公司原工作人员
了解，原公司注销后又重新注册
了一家公司。根据陈静提供的新
地址，3日下午，记者又来到位于
槐荫区绿地中央广场的济南锦汐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天眼查显示，
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李
某也是济南良景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的大股东和监事。不过，该公司
大门紧闭，并未营业。

记者设法联系到济南锦汐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一名李姓负责
人。该负责人也表示，如果陈静手
里有三款产品，公司按承诺提供
客户是理所应当的，但陈静手里
就只有面膜和洗面奶两种产品。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陈
静目前的处境很艰难，但公司没
法退款，不过他们可以退让一步，
在陈静只有两种产品的情况下为
她安排引流，这两天会补发一份
合同给她，等她签完字再把合同
寄回来，公司就会投放广告为她
引流客源，每天固定引流几个客
户，都会在合同里写清楚。由于陈

静的授权代理期到4月20日，按
照每天5个客户，在代理期结束
前还能为其引流一百多名客户。

陈静表示，培训老师此前从
未告诉她三款产品都要有才能给
安排客源，只是一直向她推销新
产品。下午 3点多，陈静经过考
虑，打算接受公司提议，补签合同
后让公司尽快为其引流客源，以
处理掉手里积压的面膜和洗面
奶，缓解一下资金压力。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夏侯凤
超 通讯员 史大鑫）“拒绝不
新鲜”“刹住吃喝风”……打二字？
为让广大居民群众在寓教于乐的
氛围中了解廉政文化知识，近日，
堤口路街道彩世界社区党委举办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活动。

近百个挂有廉政知识谜面的
大红灯笼将现场装扮得异常喜
庆，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每
条谜面的谜底都巧妙蕴含了反腐
倡廉知识，将国家法律法规、廉洁
自律准则等内容融入灯谜中，集
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
每一个猜对灯谜的居民都获得了
一份小礼品。

本报济南3月3日讯（记者 程
凌润 实习生 张晓晨） 3月3日，

《齐鲁晚报》A09版以《明明有指示
牌，咋找不到公厕》为题报道了济南

经十路多块公厕指示牌指向沿路医
院一事。对此，济南市城市管理局书
面回应，在加强公共卫生间的建设
改造过程中，济南市将在精细管理
和工作细节上下功夫。

报道刊发后引发网友热议，有
的网友吐槽类似情况，有的则提出
建设性意见。“终于关注到这个问题
了！”网友“安琪儿”称，从市区越往
外这种现象越普遍，希望能早日改

善；网友“一片天”则称，不只历下
区，市中区、槐荫区都存在这样的问
题，看到公厕标志了，找着找着就找
不到了；网友“臣妾是吃货”则建议
公厕指示牌标注一下单位名称。

截至2020年年底，济南市新
建改造公共卫生间109座（其中新
建65座、改造44座），超额完成了
年初制定的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济南市政府为民办实事事项。目

前，济南市建成区内共有公共卫
生间2769座，其中城管管理1087
座，行业管理482座，社会开放厕
所1200座。

“公厕包括独立式公厕、配套
公厕，还有社会对外免费开放的
公厕。”济南市城市管理局设施处
相关工作人员称，其实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为配套公厕，导向医院
厕所是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找到

最近的厕所，而标志牌设置有统
一标准，目前为最优方案。

2021年，全市继续优化公共
卫生间布局，计划建设改造80座，
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如厕条件。书
面答复写道，济南市将继续加强
公共卫生间的建设改造，鼓励创新
和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要在精细管
理和工作细节上下功夫，而且积极
开展文明如厕宣传教育活动。

按指示牌找不到公厕

记者再调查：市区大部分路段可循牌如厕，但仍有牌子存问题

指示牌导向封闭小区，如厕要过门禁
公厕指示牌导向

医院等单位是否为个
例呢？3月3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再次
到济南市区多条路段
进行探访，发现大部分
公厕指示牌可以找到
公厕，不过仍有指示牌
存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解
放东路一块公厕指示
牌指向一个封闭小区
的公厕，市民想要如厕
得顺利通过门禁系统
才行。

3月 1日，壹粉“最早的
早安”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情报站报料，称去年4月，她
花费37500元在济南一家公
司购买了300盒面膜和300盒
洗面奶，成为区域管控商，公
司承诺每天安排5个固定客
源。然而，从去年至今，公司
一个客户都没安排。

堤口路街道：

让廉政教育与

娱乐活动有机结合

解放东路的一块公厕指示牌导向附近一个封闭小区。

陈静的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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