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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交万元带婴儿游泳

陈女士在2020年 8月 26日经
过朋友的推荐为孩子在“妙妙天才 ”
报名了婴幼儿游泳课程，94节课交
费11491元，上课前通过微信预约。

2020年8月到10月，陈女士带
着孩子去上了6次课。2020年 10
月，“妙妙天才”以店内地暖需要整改
为理由，通过微信客服通知陈女士暂
时不能来店上课。直到当年12月，
陈女士又带着孩子去店里上了两三
次课。2021年1月26日，该店又以
教育主管部门整改为由，微信通知陈
女士暂时闭店。

3月13日，部训中心复课。3月
17日陈女士带着孩子去上了一节
课。过了几天，陈女士从其她家长
那里得知，该店又可能会在近期闭
店，于是在3月31日上午去店内填
写了退款申请，店家承诺在扣除手
续费后会在 3 个月内退还陈女士
9350元。

市区刘女士在2019年 3月 30

日为孩子在“妙妙天才”报了62节
课，一共交费7400元。刘女士在“妙
妙天才”上了17节课。刘女士也是
在从其他家长那里了解到“妙妙天
才”有可能要关店，在3月31日上午
去该店填写了退款申请，店家同样承
诺扣除手续费之后会在3个月内退
还余款5500元。

记者从陈女士和刘女士处获知，
“妙妙天才”在2021年4月1日关店
后，店内微信客服没有回复家长们的
信息。

店长让家长等消息

4月6日，记者联系上了“妙妙
天才”的邵店长（音）。邵店长告诉
记者，他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通知
会员等待消息，至于以后能不能继
续营业也要等北京总部的消息，老板
目前也在北京。

邵店长说，虽然门上没贴电话也
没有发通知，但所有会员都知道自己
的电话，自己已经全部通知到所有的
会员，因为“消防通道验收不合格”，
所以暂时闭店整改。记者问为何现
场没有看到任何整改措施，邵店长
表示自己不清楚。记者询问该店什
么时候能重新开业，如果无法开业
会员们缴纳的学费和培训费如何处
理？邵店长说自己是店长，只负责

烟台店的管理，如何解决需要老板
决定。记者又问总部负责人的电
话，邵店长回复是私人号码，不方便
向记者提供。

通过百度查询，“妙妙天才”主要
业务是儿童游乐设施经营、教育咨
询、体育运动项目经营等，成立于
2015年。烟台店共有教练和员工十
余名，属于儿童类游泳培训机构，每
个家长所交的课时费用从几千元至
万元不等。某位家长尚有1.5万元
的课时费用未退，是目前已知的最高
金额。

招牌还在大门紧锁

4月8日16时，记者赶往碧海大
厦负1层“妙妙天才”水育培训中心，
只见该店大门紧闭，门上也没有任何
店家的联系方式。大门上贴着两张
纸，一张纸上写着店家提醒家长注
意防疫、要求家长佩戴口罩；另一张
纸上则是一个二维码，并且表明这
是需要维权的家长自发组成的微信
群，如果有未被退费的家长需要维
权，请加入这个微信群。透过玻璃
门，记者看到屋内有柜台以及柜台
下面的一堆电线。门口的墙角上有
监控，通向店门的楼梯的墙面上张
贴了一张宣传海报，海报上写着“妙
妙天才”所有俱乐部均为直营模式，

由总部垂直管理，在海报的下方还
写明了“妙妙天才”的网站。记者用
电脑和手机尝试进入网站，均显示
网页错误。

据了解，不少家长基于对这家机
构的信任，会选择预付定金，并一次
性购买大额课包。陈女士等众多家
长的学费能否正常退回，目前还是未
知，记者将持续关注。

YMG全媒体记者 王轶
实习记者 吕金滙 摄影报道

婴儿游泳馆突然关店

多名家长讨要学费

污水管道已经铺设600米

昨天上午9点，港城西大街与魁
玉南路路口一片施工繁忙的景象。
沿路望去，有的点位铣刨沥青，有的
点位在清挖沙土，有的点位在砌筑观
察井，有的点位已经开始回填。

“整个工序大概分为铣刨沥青、
破碎路基、挖出沙土、铺设管道、砌
检查井、回填、恢复路面几个方面。”
排水服务中心工程管理科科长王鸿
博介绍，通世南路至冰轮路段多个
点位同时施工，目前已经铺设污水
管道600米左右，砌筑检查井12个
左右。

王鸿博介绍，港城西大街（通世
南路至冰轮路段）大部分路段两侧
都铺设污水管道，部分路段单侧铺
设管道。铺设的污水管道管径在
600-1000 毫米之间，管道和检查
井都是钢筋混凝土材质，更加稳
定，使用寿命更长。在一处施工点
位，施工人员正配合机械进行中粗
沙回填，“使用中粗沙回填，水沉更
加密实，防止之后路面下沉。”王鸿
博说，在道路回填之后，井口还会设

置防坠网。
港城大街交通十分繁忙。如何

将施工对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施
工过程中，市城市排水服务中心采取
多点位同时施工、同时管控的方式提
高工作效率。记者看到，道路路口都
有专人疏导，路面和材料都用绿网覆
盖，车行道围挡上安置了警示灯，人
行道拉起了小彩旗。“根据工程所在
地不同区域的环境特点、人口密集程
度及交通情况，制定针对性强、切实
可行的施工措施，最大限度减轻施工
对交通、环境以及居民日常生活带来
的影响。”王鸿博介绍，除了道路两侧
非机动车道施工外，还有七条过路管
道，计划采取夜间十点之后施工、分
阶段进行、白天恢复通行的方式，确
保道路畅通。

南郊区域生活更“清新”

记者从通世南路，沿着港城西大
街向西行驶，一路上新楼盘、厂房企
业鳞次栉比，道路南侧还有不少村
居。

城市不断向南延伸，管线配套也
随之南行。此前，南郊区域污水管

网并不完善。南郊区域污水管网配
套完善工程2020年度已完成通世
南路、青年南路污水管道施工工
作。今年港城西大街完工之后，南
郊区域将彻底告别缺少污水管网的
历史。

“不仅是沿线已经开发区域，我
们还为未来的发展预留出更多空
间。”王鸿博说，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
决南郊区域的港城西大街（通世南路
至冰轮路段）、青年南路（港城西大街
至通姜路）、通世南路（通世路隧道口
至马山路）配套污水管网不完善问
题,提高污水管网输送能力，改善居
民生活环境。

此外，新铺设的管道收集周边
区域的污水之后，会分别通过机场
路、冰轮路、青年路的污水主管道，进
入套子湾污水处理厂，将污水排放对
环境的影响归零。

城市“肠道”更畅通

为保障市区排水畅通，提升城市
排水系统承载力，市排水服务中心每
年都会组织开展排水设施改造。今
年排水服务中心承担的重点排水设

施改造项目除了南郊区域污水管网
配套完善工程外，还有河道清淤维修
和积水点位及排水设施改造工程、芝
罘区化粪池及附属设施改造完善二
期工程、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芝罘区化粪池及附属设施改造
完善二期工程，计划对芝罘区部分开
放式老旧小区（通伸社区、奇山社区、
幸福社区等）的化粪池及其附属设施
进行改造，2021年底前完工。

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将对港城西
大街（西牟铁路桥东侧至冰轮路）、河
滨路（通世南路至青年南路）、青年南
路（河滨路至通姜路）、通世南路（马
山路至河滨路）铺设污水管道，整体
工程2022年底前完工。

河道清淤维修和积水点位及排
水设施改造工程，计划对芝罘岛东
路、幸福北路及滨海东路等57个积
水点位进行改造，对芝罘屯河、银
海河等9条河道及沿海沿河截流口
进行清淤维修，对新接收的学院
路、清泉路等路段的排水设施进行
完善，整体工程计划2021年底前完
工。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毕晓燕 张雪林

让城市“肠道”通畅起来
南郊区域污水管网配套完善工程开工建设

南郊区域污水
管网配套完善工程
由市城市排水服务
中心承建，今年施工
点位为港城西大街
（通世南路至冰轮路
段），此处点位管道
敷设东至通世南路、
西起冰轮路，管道长
度约 10100 米，管
径600-1000毫米，
工程计划今年年底
完成。南郊区域污
水管网配套完善工
程开工建设，一条污
水管网的从无到有，
带来的是更加舒适
生活环境，也是更加
优美的生态环境。

近日，烟台民意
通记者再度接到教
育培训机构关门，家
长讨要学费的热线
电话。

经采访得知，市
民陈女士和刘女士
在位于芝罘区碧海
大厦负1层的“妙妙
天才”水育培训中心
为自己的孩子报名
了婴幼儿游泳课
程 ，没想到培训课
只上了几节，店家却
关了店。对于数千
元学费如何退，培训
中心只有一句，三个
月内退费。如今，客
服微信无人回复，家
长们担心，三个月以
后费用能否还给自
己。

本报讯 （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一洲 玉
妍） 4月8日上午，只楚街道召开酒驾醉驾警示教育大会，街
道科级以上领导、机关党员干部、社区、合作社党组织负责人
等12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会议。街道纪工委书记现场提醒党
员干部：“请只楚辖区全体党员、公职人员坚决拒绝酒驾、醉驾
行为，树立党员、公职人员良好形象”，并要求将会议精神和纪
律要求传递到每名党员和公职人员。

只楚街道纪工委在梳理2020年以来处理的酒驾或醉驾
问题的基础上，结合酒驾、醉驾相关法律法规，对身边案例进
行典型分类和党内通报，通过以案示警、以案为戒，强化党员、
公职人员对党纪的敬畏意识，坚决落实“开车不喝酒，喝酒不
开车”的要求。

只楚街道用身边案例
开展警示教育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通讯员 吉加宽 董
春燕 摄影报道）昨天上午，在招远市山东康泰实业有限公司
10楼会议室，招远红十字会为王建伟同志举行了一场欢送仪
式。王建伟是招远市第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烟台市第59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即将启程赴济南捐献造血干细胞，挽
救一位陌生人的生命。

王建伟是山东康泰实业有限公司商用分公司销售经理，
他几乎每年都参加无偿献血。2018年6月，山东康泰实业有
限公司组织“孝德利他”的企业文化活动，开展第二次造血干
细胞血样采集，王建伟积极响应企业号召，抽取了血样成为中
华骨髓库库的一名志愿者。2020年9月，红十字会联系王建
伟通知他与一名陌生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征求他是否愿意
捐献，他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今年我市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工作预计6月份在全市
展开，希望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积极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公
益事业，让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得到延续，也为患者家庭带来希
望。年龄在18-45周岁，身体健康，无遗传病、传染病史的常
住居(村)民,有捐献意愿的均可到当地区市红十字会报名登
记、统一采集。

招远王建伟
赴济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刘文辉 刘晓
阳）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连年来，我市严格贯彻执行《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完善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政策的通知》规定，细化职工补缴社会
保险费流程，认真审核，扎实开展养老保险费补缴工作，
2020年全市共为1170名职工补缴3年内社保费，通过法律
文书补缴781人，经部、省数据比对，没有发生过一起违规补
缴问题。

按照社保费补缴相关政策和流程，用人单位与职工对于
劳动关系无异议、且一次性补缴年限不足3年（35个月以内）
的，由社保经办机构办理补缴手续。此类型补缴必需由补缴
单位向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用人单位与职工对劳动关系有争议和一次性补缴3年以
上（含）的，需提供有效法律文书，再由社保经办机构办理补缴
手续。

计划内临时工以及合同制工人补缴方面，按照鲁人社规
〔2019〕13号、鲁人社字〔2019〕226号和烟人社办发〔2020〕
15号文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即1995年1
月1日）前企业原招用的计划内临时工等转招为合同制工人
的，其转招前按规定计算为连续工龄的年限，未交费的时间
段，可以进行补缴，由职工所在单位或职工本人提交书面补缴
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审核职工人事档案、劳动合同等原始材
料，符合补缴条件的进行补缴。

2011年7月1日之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职工，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养老保险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在待遇领取地申
请延长缴费5年(60个月)，延长缴费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
次性补足15年。

我市符合条件职工
可补缴社保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通讯员 贾玉省）
大学生直接当军官火了，火箭军、空军以及武警部队等军兵
种，近日也都密集发布了从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直接选
拔招录军官工作的公告，也让大家对直招军官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在直招军官条件中，不少兵种强调同等条件下，志愿到
驻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西藏等部队工作，或者是中国共产
党党员、担任过学生干部或者体育运动队骨干以及曾经服过
现役的优先。

可以看出，如果你曾经当过兵，当你符合其它条件的时
候，在直招军官的招录中是可以优先录取的。不仅是优先录
取，而且在年龄方面还可以放宽1岁。

记者了解到，年龄方面由于直招军官要求的是应届毕业
生，按照18岁考大学来算，本科生的毕业年龄应该是22岁。
所以公告中24岁的年龄，对于普通大学生来说其实是放得比
较宽的。而无论是高中毕业参军，还是考上大学后参军，2年
的义务兵服役期加上4年度本科生时期，退役士兵毕业年龄
也就刚好24岁左右。

考虑到退役之后还需要办理手续，以及适应新环境等，延
长放宽1年更有利于退役大学生士兵的报考和录取。

直招军官
退役军人优先录取

昨日，为期5天的2021烟台春季车展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今年烟台首场大型汽车展
会，有近百个品牌参展，百余款热门和新款车型在本届车展亮相。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春季车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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