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降
低生产经营成本，拓宽市场营销路径，
3月17日，京东科技集团、山东省企业
联合会共同发起“助企开门红———
2022京东科技中小企业全国行·山东
站”活动，推出资金、财税、数字化采
销、上行开店、数字化营销五大服务14
个具体权益，助力山东企业一季度开
门红、开门稳，企业足不出户即可线上
申请，享受专项权益和服务。

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直播方式进
行，京东科技视频号、京东金融App、齐
鲁壹点等多平台同步直播，总观看量达
10 . 9万人次。直播现场进行了活动宣
贯，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难题、市
场开拓难题进行了疑难解答和专家分
享，直播还远程连线了山东本地优秀企
业，介绍企业经营实战玩法。直播间还
送出了企业主21天贷款免息券(3万元
以下可用)、票据贴现3BP返现、免费商
标体检、免费电商开店咨询、免费cn域

名及电子合同等一大波福利。
在直播中，山东省企业联合会副

秘书长邓强表示，山东是中国经济最发
达的省份之一，近年来，山东的中小企
业发展迅猛，2020年年底，山东省中小
企业数量达到360万户，极大地解决了
山东的就业问题，促进着山东经济增
长。但目前，山东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存
在着一些困境，如融资困难、成本上
涨、吸引力弱、盈利偏低、供大于求等。
此次与京东科技联合发起这项针对中
小企业的活动，希望能充分发挥山东
省企业联合会桥梁作用，从资金、营销
等方面，对山东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
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

资金支持方面，活动为企业提供
信用贷款、票据贴现、信息服务等多种
类型金融服务，提高融资可得性，帮助
企业盘活现金流，缓解资金压力，全程
线上申请，企业主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分钟级出款；财税支持方面，提供专业

的代理记账服务、灵活用工财税服务，
企业无需设置专人专岗即可享受高质
量财税服务，帮助企业节约人力成本、
时间成本；数字化采销方面，提供综合
采购平台和聚合收银支付，帮助企业、
商户快速实现数字化采销，有效降低成
本；上行开店方面，帮助企业通过绿色
通道，快速入驻京东电商体系，在京东
商城、京东工业品、京喜等开店拓展销
路；数字化营销方面，为企业提供品牌
建设、营销、智能外呼等数字化营销服
务，帮助企业品牌升级、营销更精准。

直播现场，京东科技集团各相关
负责人就山东专项权益进行了介绍，
对申请路径进行了分享。直播现场还
邀请到了山东企业代表进行连线分
享。山东力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张莉进行了连线，她表示公
司主要是做电子产品的集成和产品销
售代理，在交易中，70%的业务都要用
到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从几万元到几

十万元、上百万元不等。此前，张莉主
要通过线下方式贴现，但是线下贴现流
程较长，如遇到急需用钱的时候就会非
常麻烦。通过朋友介绍，张莉接触到了
京票秒贴，“通过平台，几分钟就能完
成打款。一般我上传票面就自动出银
行的报价，选择价格最合适的银行就
可以交易了，在网银发起贴现后基本
上是秒到账。这个过程特别快。”在谈
到使用感受上，张莉表示：“主要的感
受就是快捷、方便、合规。”她也表示，
互联网时代，希望更多山东企业可以
享受互联网红利，选择值得信赖的平
台，合规、快捷解决票据贴现问题。

来自家政行业、文创行业的两家
企业也分别参与了连线，分享企业经
营过程中遇到的痛点，讲述了各自在
企业经营过程中灵活用工报税，在企
业初创阶段商标注册、邮件申请和智
能营销方面的使用经验。

2022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中，多次提到助企纾困、助力小微企业
等内容，中小企业全国行是京东科技
集团发起的服务中小企业的专项活
动，整合了京东零售、京东工业品、京
喜、京东科技等的服务能力，希望帮助
中小微企业解决经营困境、市场开拓
难题。让“小企业”也能迸发“大能量”。

据悉，本次“2022京东科技中小
企业全国行·山东站”活动自2022年
3月1日发起，有效期至3月31日。活
动有效期内，注册地在山东的中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可享受14项专
权益支持，企业全程线上，即可完成
权益申请和使用。对具体权益感兴
趣 的 中 小 企 业 ，
可扫描文末二维
码 进 群 咨 询 ，或
者 拨 打 电 话
18301075069联
系京东科技集团
袁老师。

2022京东科技中小企业全国行·山东站成功举办

五大服务14项权益助力山东企业“开门红”

被堵下水道里抽出44厘米长铝合金
12层业主房间被泡向上面楼层所有业主索赔，因金额问题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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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爱义行济南
多家连锁店突然关门，不少市民
退款时却联系不上商家。对此，爱
义行官方客服人员称，他们会在
核实顾客会员卡内余额后7—15
个工作日退款，而相关连锁店正
在寻找合适店址重新开业。

据了解，2021年5月，济南市民
李女士在济南市工业南路与七里
河交叉路口南侧的北京爱义行汽
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直营连锁店
办理了一张洗车卡。“当时充值了
1000块钱，一共能洗48次车，现在只
洗了两次。”李女士说，前不久，她
想去洗车的时候却发现门店已经
关门，而她一直联系不上商家。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来到爱
义行济南工业南路直营连锁店。
这家连锁店大门紧闭，门上满是
灰尘，房间里传来“隆隆”的施工
声。现场一位施工人员称，他们正
在给一家餐饮店装修。“他们2月
底就撤走了。”附近物业公司的杨
先生介绍，这家直营连锁店没有

拖欠物业费和水电费，他们是在
结清费用后搬走的。

爱义行全国客服人员称，部
分顾客联系不上他们，可能是因
为接线员有限，顾客打进来的电
话他们没有接到。该客服人员称，
持有爱义行相关会员卡的顾客可
以在爱义行任意一家门店进行消
费，想要退卡的顾客可以提供本
人任意一张储蓄卡的卡号、开户
行等信息，他们会在核实卡内余
额后，在7—15个工作日通过银行
转账的方式将余额退还。

“目前，爱义行济南龙鼎大道
店、英雄山路店、明湖路店已经恢
复营业，其他店都在寻找合适的
店址。”该客服人员称，爱义行工
业南路连锁店关闭后，他们一直
在原店址附近寻找新的店面开新
店；张庄路店现在正在装修、升级
改造，将在本月底前恢复营业。

文/片 齐鲁晚报记者 胡兵

物业
下水道两次返水

联系了专业人员疏通

当日下午，帮办记者来到
大业锦绣阳光城看到，楼道的
电梯里和12楼以上住户的房门
上，张贴了德州泰信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大业锦绣阳光城
项目公布的关于处理B5-1202
下水道返水问题的情况说明。

下水道主管道返水确实造
成了大业锦绣阳光城B5-1202
业主的损失。据介绍，1月15日，
该业主发现西卧室卫生间下水
道返水，西卧室、卫生间被粪水
浸泡。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接到业
主反映的情况后，联系疏通下水
道的工作人员进行疏通，在管道
内清理出大量卫生纸及洗脸巾。

一周后，12楼业主再次返回
家中发现，下水道又堵住了，出
现了返水的情况。物业公司再次
联系专业疏通人员，经排查，确
认是有异物卡在B5-1102楼层
的下水道位置。为了避免楼上业
主的下水道返水，房屋被粪水浸
泡，物业公司及时贴出了提醒通
知。12楼业主自行将西卧室卫生
间下水道截住，楼上住户暂时不
能正常使用。

维修下水道需要从B 5 -
1102楼层施工，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与业主进行协商。该业主已经
将西卫生间改造成衣帽间，重新
拆除衣柜和吊顶，恢复原样，需
要物业公司待支付维修费两万
元。协商后，物业公司负责维修
管道和恢复管道包管，并恢复原
样，费用由物业公司代为承担。
等以后找到责任方后，所有费用
由责任方承担。

2月18日，物业公司联系专
业疏通下水道的工作人员切割
清理下水道，从管道里清理出
一根44厘米长的铝合金窗条及
一块8厘米长砖块，切开的管道
已经恢复原样。

业主
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

封堵的下水道没法通开

下水道疏通开了，可是问

题仍未解决。整栋楼一共24层，
B5-1202业主希望得到12层以
上业主赔偿9 . 3万元，楼上的业
主们对于赔偿金额达不成一致
意见，自行封堵的下水道就没
法通开，陷入了无解的僵局。业
主们多次联系物业公司、居委
会、派出所也未解决。帮办记者
通过物业公司联系B5-1202的
业主，该业主表示不方便接受
采访。

律师
最终的损失金额
通常以鉴定为准

山东湛泸律师事务所崔
玉成律师认为，下水道堵塞造
成的损失应确定造成损失的
直接责任人，若无法确定具体

侵权人，该楼层以上的业主除
能排除自己责任外的都要承
担责任。

崔玉成律师分析说，在日
常生活中，遇到下水道堵塞导
致损失的，要向物业反映排查
原因，如果物业进行了正常的
维护管理，物业是不用承担责
任的，如果漏水后，业主向物
业反映，物业没有采取措施及
时止损，此时的物业需要承担
责任。同时，要注意保存好证
据，该种纠纷最终的损失金额
往往很难评估，通常以鉴定为
准，要对损失后的证据进行固
定，如拍摄视频和照片，留存
物 品 的 价 值 发 票 、维 修 发 票
等。

后续情况，帮办记者将持续
关注。

爱义行济南多家连锁店关门
客服：核实会员卡内余额后会退款，正寻找新店址

近日，家住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业锦绣阳光城的业主通过齐
鲁晚报情报站反映，因楼道的下水道主管道被堵住，造成B5-1202业
主家被污水倒灌，漫延其屋，造成经济损失，但又找不到“始作俑者”。
12楼业主索性将下水道主管道堵住，希望得到楼上居民赔偿；楼上居
民对赔偿金额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导致问题协商陷入僵局。

被堵下水道里抽出44厘米长的铝合金。

齐鲁晚报记者 丁群

近日，济南发布寒潮黄色预
警，同时，济南百花公园的“玉兰
大道”也刚好迎来了盛花期。不过
近期一场降雨让整个城市“一夜
回冬”，大幅降温及大风天气，是
否会对刚刚绽放的白玉兰们造成
影响？

这两天，尽管气温已经下降，
但人们的赏花欲仍然不减，不少市
民正围在百花公园的白玉兰前拍
照。记者观察到，目前这些花朵尚
未发生明显变化。百花公园园容处
副主任郭继华表示，虽然盛花期赶
上了寒潮天气，但据未来几天的气
温预测，这次降温对玉兰花的整体
影响不大。气温降至零下，仅会导
致花朵的颜色发生变化，适度的降
温可以延长玉兰的赏花期。

“一般来说，只有当气温降至
-3℃以下时，才会让已经开放的花
朵产生冻害。”郭继华表示，据目前
的天气预报看来，本次寒潮最低温
在-1℃左右徘徊，不至于对玉兰花
造成冻伤。郭继华还提到，“倒春
寒”在济南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
象，十年内已出现过三到四次。

“基本上，济南玉兰花的盛花

期，都会赶上三月份的‘倒春
寒’。”郭继华介绍，这一点也与地
理位置和环境因素有关。“越靠北
的区域，玉兰的开花时间也越晚，
如北京等地，就比济南玉兰花开
放的时间晚一周左右。”

“不过温度降至零下，会影响
到花的观赏效果。”郭继华坦言，若
气温状况持续维持在零下较长时
间，就会对盛开的玉兰花瓣造成冻
伤，“当气温降至零下后，也会导致
原本白色的花瓣变成锈黄色”。

“现在仅有那些背风向阳的
玉兰树进入了盛花期，公园内还
有不少在庇荫或者风口位置的植
株，处于半开或未开状态，降温会
让这些玉兰开放得更晚一些，意
味着赏花期会得到延长。”据了
解，低温能降低植物的新陈代谢，
反之气温如果一直维持在二十几
度的水平，则会导致开花两到三
天后就迎来败落。“起码这次白玉
兰的盛花期能维持到周日。”

郭继华介绍，目前，百花公园
除种植有白玉兰400余株外，还有
红玉兰、紫玉兰、黄玉兰100余株。

“红玉兰和白玉兰正在盛开中，紫
玉兰的盛开期还要等待一周后，黄
玉兰则更晚一些，要到四月份。”

“倒春寒”来袭，是否影响赏花
专家：适度降温可延长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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