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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大厂房星座主题餐厅
被责令停业整顿

专家预测济南房价将趋于平稳
近期开盘房产 刚需可考虑入手

记者从济南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官网微信获悉，
2017年10—12月份，济南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北京
华测食农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对全市15家中央厨房的食品安
全管理状况进行了公开评价。
济 南 中 央 厨 房 整 体 达 标 率
93 . 3%，优秀率为26 . 7%，不合格
率为6 . 7%。其中，济南超意兴餐
饮配送有限公司中央厨房分
公司得分90 . 8，位列第一。山东
鼎好餐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
司评价得分50 . 3分，为不合格，
将由所在辖区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责令其停业整顿。

据了解，山东鼎好餐饮济
南分公司旗下有三个品牌：大
厂房星座主题餐厅、鼎好家常
菜馆、家鼎好餐厅。

经检查，大部分中央厨房
能够建立并落实相关食品安全
制度，加强人员管理，设置食品
安全管理员，从业人员持有效
健康证明上岗，较好地执行《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评
价分值在60分以上者，均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在
整改到位的前提下可继续从事
生产加工配送等相关业务。同
时，对不能满足正常经营的食
品安全基本要求的山东鼎好餐
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将由所
在辖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责令
其停业整顿，督促其落实整改，
达到食品安全基本要求后方可
重新经营。 记者 史大玮

如何正确选购及使用取暖器

把握这三条才能选
适合的空气净化器

今年济南冬天的空气质量
总体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大规
模的雾霾天。但是整体的空气
质量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新
的追求，空气净化器基本是每
家必备了，但是面对市面上如
此多品牌、多功能的产品，我们
又该如何选择呢？

1、滤材。滤材可以说是空
气净化器中最重要、也是最主
要的部件。滤网在市面上分为
HEPA滤网和滤芯活性炭滤网
两种，HEPA网的优点是空气
可以自由的通过，但是一些室
内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却是
无法通过的，是烟雾、灰尘以
及细菌等污染物最有效的过
滤媒介。滤网好不好直接关系
到的就是净化效果好不好，所
以购买空气净化器选好滤网
是首要。

2、CMM值。即累积净化
量，使用寿命。CMM值指的就
是累积净化空气量，反映的就
是滤网的使用寿命，一般分为
P1-P4四个等级。在CARD值
不变的情况下，CMM值越高，
说明使用的寿命越长，使用寿
命也是空气净化器性价比的
一个标准。

3、噪音。耗电噪音同样也
是衡量厂家技术的一个标准，
同时也是检验产品用料、质量
的重要指标。但是合格家用空
气净化器，风量再大声音也是
不会超过70分贝的。尤其是在
夜晚人们休息的时候对空气净
化器噪音的要求还是非常高
的。 史大玮 整理

隔记者 史大玮

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大家对
取暖器的需求也日益增大，面对
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新产品，如何
选择适合自己的取暖设备成为
难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种取
暖器的特点及如何选购。

小太阳及卤素管取暖器
小太阳及卤素管取暖器的

特点是体积较小较轻便，相对功
率较低，发热较快，价位也相比
其他类取暖器便宜。

电油汀取暖器
这种取暖器发热较慢、体型

较笨重，但相对来说安全、卫生，
电油汀的设计类似于水暖气片，
是整体取暖效果较好的取暖器
产品。电油汀因做工复杂，工艺
要求高，有效取暖面积广，所以
价格比较高。

欧式对流快热炉取暖器
这种取暖器罩壳上为出气

口，下方为进气口，通电后电热
管周围的空气被加热上升，从出
气口流出，而周围的冷空气从进
气口进入补充而制热。该类取暖
器的特点是机身设计纤薄、取暖
速热、台壁居浴可多用。

暖风机取暖器
暖风机是利用电机驱动风

叶转动，产生空气流通，冷空气
经发热体电热元件，形成热交
换，达到升温的目的。暖风机可
细分为台式暖风机、浴室暖风机
以及壁挂式暖风机，是目前比较
理想的便携式家用电暖器。

买取暖器时

应做好三方面检查：

1 .外观检查。取暖器的外壳
应平整光滑，漆层面应光亮、无

脱落、皱皮等现象。电镀层面不
应有锈斑、气泡等，对于塑料件
应无裂缝、缩瘪等缺陷。

2 .电气性能检查。取暖器的
各档控制开关动作应灵活、可
靠、定时器应定时完好，接通电
源后，指示灯是否亮，还要听一
听风扇电机的噪声大不大，转动
体部分是否有异常响声。

3 .升温试验。电取暖器通电
数分钟后，在靠近取暖器处应有
明显的热量感受。

取暖器使用注意事项

勿将衣物直接晾在暖器上
没有设置烘衣架的电暖气，

千万不要将衣物覆盖在取暖器
上。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烤
焦衣物，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止取
暖器壳体内部导热油压力升高，
引起热油泄漏、壳体胀裂。

在浴室使用时要注意防水
即使是防水型的暖风机，也

不要过于接近浴缸、脸盆或淋浴
池，并尽量避免沐浴时直接向浴
室暖风机上喷水。

浴室暖风机千万别直接安
放在电源插座下面，因为暖风机
释放出的上升热气流很容易将
插座烤坏。

勿长时间使用取暖设备
冬季长期近距离地接触电

暖气、电热毯、暖手炉等取暖设
备，皮肤长期暴露在高于体表温
度的环境中后，手臂和脸上会长
出深浅不一的棕色网状斑块。这
些斑块属于火逼性红斑，如果不
及时治疗，还可能使皮肤血管扩
张、增生，使皮肤提早老化。患者
应该减少或停止接触热源，慢慢
进行调理，冬季一定要格外注意给
皮肤补水、保湿，平时要多喝水。

绿地IFC中央公馆

绿地IFC中央公馆总建筑面
积160万㎡，业态涵盖80万㎡绿地
海珀系住宅、420米摩天总部办
公、丽思卡尔顿酒店、主题商业、7
×24商业街、中央公园、特色公寓
等。目前建面均价约24000元/㎡
起，预计在2019年年底交房。
价格：约24000元/㎡起；
物业类别：普通住宅；标准写字楼；
项目特色：科技住宅；
建筑类别：板楼、多层、小高层、高
层、超高层；
装修状况：毛坯；
普通住宅:70年标准；
写字楼:40年；
环线位置：二环以外；
开发商：绿地集团山东置业有限
公司；
楼盘地址：工业南路与奥体西路
交汇处西200米路南；
交房时间：预计B11-5#、B10-11#
楼2020年12月份交房。

绿地欢乐颂

绿地欢乐颂项目在售二期2#
楼商住房源，均价8400元/㎡，2#楼
5梯24户，30层，1个单元，3层以上

为商住房源。项目在售38-90㎡商
住房源，目前购房享99折优惠。在
售房源预计2020年上半年交房，
买房详情请咨询售楼处。
价格：均价约8400元/㎡；
物业类别：商住公寓；
项目特色：地铁沿线、低总价、小
户型、不限购；
建筑类别：板楼、高层；
商住公寓:40年；
环线位置：二环以外；
开发商：绿地地产 (济南 )有限
公司；
楼盘地址：刘长山路与腊山西路
交汇处；
交房时间：2#楼预计2020年上半
年交房。

世茂·原山首府

世茂·原山首府11#在售，在
售房源面积91㎡-128㎡，建面均价
大约15500-16500元/㎡，预计2020
年4月底交房。11#楼，34层高层住
宅，两梯四户，剩余房源在百套左
右。项目位置在白马山南路25号。
价格：约15500元/㎡起；
物业类别：普通住宅，花园洋房；

项目特色：山景地产；
建筑类别：板楼、多层、小高层、高
层、超高层；
装修状况：毛坯；
普通住宅:70年；
花园洋房：70年；
环线位置：二环以内；
开发商：世茂房地产，山东世盈置
业有限公司；
楼盘地址：白马山南路23号(原白
马山啤酒厂)；
交房时间：预计2020年4月份6#、11
#交房。

龙湖奥东11号

龙湖奥东11号于12月28日加
推1#2-28层商住房源面积30-65
㎡，建面均价约15000-18000元/㎡，
预计2020年年中交房。龙湖奥东11
号位于高新区经十路与舜义路交
汇处，项目由龙湖开发建设，规划
有三栋楼，绿化率在35%左右。
价格：最低价15000元/㎡；
物业类别：标准写字楼，商住
公寓；
楼盘特色：不限购；
总楼栋数：3栋，公寓：2栋，写字
楼：1栋；

产权年限：40年；
环线位置：二环以外；
开发商：济南龙湖置业有限公司；
所属商圈：经十路商圈；
楼盘地址：高新经十路与舜义路
交汇处；
交房时间：1#预计2020年6月底
交房。

恒大城

恒大城目前住宅和商务公寓
在售，其中住宅在售28#楼，在售
建面约99-130㎡，均价17500元/㎡。
另外项目还有少量商务房源在
售，建面约48-62㎡户型，均价9500
元/㎡，预计2020年年底交房。
价格：约9500元/㎡起；
物业类别：普通住宅；
项目特色：湖景地产；
建筑类别：板楼、高层、超高层。
装修状况：非毛坯；
普通住宅：70年；
环线位置：二环以外；
交房时间：28#住宅和N栋公寓
2020年8月底交房；
开发商：济南俊汇置业有限公司；

楼盘地址：工业北路58号。

隔记者 史大玮

1月8日下午，济南市房地产
业协会召开了“2017年济南房地
产市场排行榜发布会”。据了解，
在调控期内，2017年济南房地产
市场各项成交指标多年来首次
出现下滑。但房地产开发企业数
量和项目数量基本稳定，市场对
济南城市发展的预期保持稳定，
预计2018年济南房地产市场将量
价双稳。

据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秘

书长李刚介绍，目前济南东部的
热点区域已经开始逐渐趋于平
稳，西部尚需补足部分库存，南
部区域的库存已经基本补足，房
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向好。可以说
基本找到了症结所在，也有相关
的政策储备。下一步将更加关注
如何通过发展租赁市场等措施
来推动商办去库存的问题，相关
的研究工作山东财经大学的研
究团队也正在开展，这对济南市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刚预判2018年的房地产市
场将继续保持平稳，并简单分析
了2018年市场走势。一是土地供
应量依然不足，企业拿地意愿仍
然较强，短期内住宅供应短缺现
象难以缓解，住宅价格上涨的市
场预期仍然存在。二是为贯彻落
实十九大报告中房地产业“加强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要求，建
立长效机制，且随着“租购同权”
等政策的落地，2018年房地产市
场在整体应保持平稳，但市场观
望气氛将逐渐加重，这将有效缓

解住宅库存不足的压力。
记者还了解到，2017年恒大、

中海商品房销售额达百亿量级，
排名前列的开发企业基本呈现每
档双企的格局，市场竞争激烈。
TOP10每10亿档次有两家企业，分
别是70-80亿的绿地山东和万科；
60-70亿的龙湖和鲁能；30-40亿的
有华润、中建东孚、绿城、银丰地
产和融创5家企业。中建东孚、银
丰地产、绿地泉、重汽地产的商品
房销售各项指标均处于10名左
右，成为本土企业的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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