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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共享”概念的推广

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如共享单车、共

享充电宝，甚至共享雨伞等，可以说给公

共场所的功能性大大增加，解决了多数人

生活中的困难。

然而不是任何东西都适合共享，尤

其是私密的起居生活。现在市场上大多

是两梯四户、两梯两户的配置，遇到上下

班高峰点的时候十分拥挤，尽管公摊面

积变少了，但电梯外整个公共空间是共

享的，遇到邻居将鞋柜、自行车等物件放

在外面的现象还不少。

什么是“一梯一户”
“一梯一户”即指在同一单元楼里，配

有一部电梯，且同个单元内每层只有一

户，业主乘坐电梯直达所在楼层后，出门

便可以进入自己的私家空间。

一层只有一户人家，出了电梯即是

自己的家庭空间，既保证了安全，还拥有

绝对的隐私和安静。我们也可以称之为

尊崇的享受，每天回到家是一种全新的

生活方式。从此电梯只服务上下，不再

共享左右。

告别共享，尊崇私密
万瑞天悦南湖定制一梯一户设计，

私密入户流线，电梯候人礼遇，顷刻尊

享高贵。邻里往来高知悠仕，融洽氛

围。悠然归家，畅行无阻。独享约 5㎡
电梯前室，可自由安装鞋柜，空间利用

率极高。

一梯一户

独享电梯前室

假如你追求着喧嚣中的一片宁静与闲暇

万瑞·天悦南湖

让尊贵从归家候梯的那一刻，

即蔓延开来 。

约124-135㎡御园华宅，全城火爆

预约中

咨询热线：0564-2328888

项目地址：南湖湿地公园人民路学校

南校旁

告别共享，一梯一户，体验归家的专属礼遇

在淮北，有这样一位出租车驾
驶员：6 年多来，免费接送老年人、
孕妇、残疾人 5600 余人次，累计减
免车费近 4 万元；共收到表扬信 50
余封、锦旗 10 多面；在淮北市运管
处96333客户服务热线的投诉记录
里，从来找不到的名字。他就是淮
北市驰方汽车出租有限公司驾驶员、

“三免的哥”王海峰志愿服务爱心车
队队长王海峰，用自己的行动，感动
着周围的人。他说，是这座城市，给
予了他梦想，他理应用感恩的心，善
待这座城，善待这座城市中的人们。

王海峰是淮北市驰方汽车出租
有限责任公司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
机，每天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
2011年8月，36岁的王海峰带着爱
人和孩子从老家萧县农村来到淮
北。王海峰说，他们一家刚到淮北
的时候，在淮海路旁边租房居住，不
管是房东还是邻居们，对他们都很
照顾，让家人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
找到了归属感。成为一名出租车驾
驶员后，王海峰就下定决心，要为老
年人、孕妇、残疾人这三类群体义务
服务。

从 2011 年 9 月起，王海峰自发

推出了一项爱心举措，车内悬挂了
充满爱心的温馨提示牌，对残疾人、
老年人、孕妇“打车”实行免费服务，
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肯定和鼓励。

日积月累，王海峰手机里便有
了很多乘客的电话。“虽然我连他
们的名字都不一定清楚，可只要他
们打电话来，我就会赶过去，给他们
服务。”王海峰坚定地表示。2017
年春节前夕，王海峰接到淮北市帝
景翰园一位老人的电话。把车上的
客人送到目的地后，王海峰便连忙
赶了过去。没想到，老人这一次并
不是要乘车。“他拎了好多年货，说
平时不要钱，过年了，要给我买点
东西，表示一下心意。看到这，我
内心充满了温暖和感动，但东西坚
决不能要。”王海峰硬是把年货给
退了回去。

“作为一名出租车驾驶员，我只
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最让王海
峰高兴的是，如今有越来越多的驾
驶员朋友加入“三免”行列。在他倡
议下，淮北市成立了“三免的哥”车
队，有多辆出租车融入这个队伍，成
为淮北市一道靓丽的文明风景。

▋记者 于彩丽

3月5日，枞阳县枞阳镇胜利社区党
支部书记江凌带领社区“关爱志愿者服
务队”来到91岁高龄的孤寡老人王爱兰
老人家里，为她洗头、洗衣服、打扫卫
生，陪老人聊天。在王老眼中，这些社区
志愿者就是“爱心天使”，他们隔三差五
帮她做家务，解决生活困难。铜陵市枞
阳县枞阳镇胜利社区成立于 1979 年 4
月，辖 685 户 2574 人，老人较多。多年
来，为打造和谐社区，让关爱走进社区的
每一个角落，胜利社区在小、细、实上下功
夫,拓宽实践载体,创建特色志愿服务队，
向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伸出友爱之手。

据了解，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
2012年，主要由社区干部、党员、热心公
益事业的居民组成。近几年，社区围绕
总体发展思路，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
抓手，不断建立、健全、规范、完善社区
志愿者服务队，创新服务项目，社区先后
荣获“绿色社区”“铜陵市三八红旗集
体”、省、市、县级文明社区。江凌告诉
记者，做好志愿服务工作，首先是整合资
源，实现网格化管理。“以社区为主体，
以志愿服务队为组合，由社区牵头把辖
区内各条线、各地的志愿者组建成网格
化志愿服务队。”各条线志愿服务队由社
区统一管理，统一标识，形成志愿服务标

识明显的五支特色志愿者服务队，分别
是“关爱志愿服务队”“维权志愿服务
队”“环境治理志愿服务队”“安全巡逻
队”“健身志愿服务队”。把社区志愿服
务队划分为若干网格，以网格周围的企
业、机关、学校、医院和公益慈善为主
体，按照“一格一专业、一格一品牌、一
格一计划”的原则将志愿服务资源合理
配置到各个网格，使志愿者灵活自主、随
时随地地开展服务。截至目前，注册志
愿者人数已有 400 人，注册志愿者人数
占社区常住的比例达到 15.54%。在职
党员进社区70余人。

此外，社区采取社会工作者带志愿者
的方式，组织志愿者在社会工作者的带领
和安排下，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推动企
业、机关、学校、医院等成立志愿服务队进
社区服务，引导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
务类社会组织到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志
愿服务活动，品牌效应持续放大。

“刚开始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就是想
在社区营造和谐关爱的氛围，让每个人
都能感受到社会关爱，从而形成‘我帮人
人，人人帮我’的邻里关系。”江凌告诉记
者，目前共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80 场次,
400名志愿者参与服务,参与率达100%，
人均志愿服务100余小时。▋记者于彩丽

安徽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淮北驰方汽车
出租有限公司驾驶员王海峰

“三免的哥”6年免费接送老、
孕、残5600余次

安徽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枞阳县枞阳镇胜利社区

志愿服务让社区充满爱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3月
12 日，合肥市工商局发布 2017
年度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情况。
报告称，2017 年度，合肥工商投
诉举报信访中心共受理各类投诉
举报咨询12万余件，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2亿余元。

从报告中看到，商品类投诉
举报咨询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通
讯产品（5102件）、交通工具（3669

件）、服装鞋帽（2883 件），分别占
投 诉 举 报 咨 询 总 量 的 4.00% 、
2.88%、2.26%。通讯产品投诉举
报咨询主要涉及移动电话及相关
配件。交通工具投诉举报咨询主
要问题为乘用车、电动车和助力
车销售过程中的合同纠纷尤其是
相关零部件的捆绑销售问题。
2017年度，该中心共计受理汽车
消费类投诉举报咨询2531件，同

比增长 12.64%。从消费者反映
的问题来看，汽车消费类投诉举
报咨询主要包括三种类型：车辆
本身的质量问题、合同履约问
题、售后服务问题。

服务类投诉举报咨询排名前
三 位 的 分 别 是 共 享 单 车（8885

件）、维修服务（3483 件）、网络通
讯服务（2401 件），分别占投诉举
报 咨 询 总 量 的 6.97% 、2.73% 、
1.88%。

其中，共享单车是今年投诉举
报咨询的一大热点，主要内容为押
金无法按照承诺时间退回、指定地
点无法还车、还车后依然扣费、客
服电话无人接听等。2017年度，
该中心共受理共享单车投诉举报
咨询8885件，其中酷骑单车（7884

件）占比较大，占共享单车投诉举
报咨询总量的88.73%。

合肥工商去年接投诉举报12万余件

共享单车成投诉热点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去年 7 月
份，时先生在合肥包河区天津路世钰吉
利4S店购买一辆吉利博越车，7月20 日
提车当天就发现车辆变速箱漏油，后返
厂维修，一个月后发现空调不制冷，10月
9 日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熄火，向 4S
店反映后，工作人员只同意给其维修。

辖区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在接到
该投诉后，工作人员就投诉情况与时先
生进行了电话沟通，了解事情基本情
况。之后，执法人员组织双方调解，但意
见始终不能达成一致。后执法人员多次
与 4S 店沟通，讲解相关法律法规，经调
解，4S店反馈称已同意为消费者退车。

新车变速箱漏油，车主要求退车遭拒

网络企业共发诚信经营倡议书
合肥工商约谈40家重点网络平台企业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3月12日上
午，安徽省暨合肥市重点网络平台企业
行政指导会在合肥市工商局召开。会
上，市局网监局通报了各网络平台企业
在日常经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会的

合肥 40 家重点网络平台企业针对网络
企业诚信经营发起倡议。希望各重点网
络平台企业能对平台内经营者加强教育
引导，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并自觉
接受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