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类纠纷成近期投诉热点
去年 12 月以来东营各级消协共受理消费投诉上百件

本报 1 月 6 日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任斌 通讯员

生玉华 李佑文 王承

青) 6 日，记者从东营市消
费者协会获悉，近期卡类购

物和消费成为投诉的热点。

自 2010 年 12 月以来，东营

市各级消协共受理消费投诉

上百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共计 10 万余元。

1 月 5 日，袁女士到河
口区消协投诉称，2010 年 6

月 20 日，她在河口区海宁路

河宁商城一楼的柔婷美容美

体海宁连锁店办理了价值

1400 元的“美容美体服务终

身卡”，并一直在柔婷美容美

体海宁连锁店享受美容美体

服务。之后，柔婷美容美体海
宁连锁店因故关门。

袁女士说：“当初办‘美

容美体服务终身卡’时，经

营者说此卡在东营市的任

何一家柔婷美容美体连锁

店 均 可 享 受 美 容 美 体 服

务。”但步行街处的连锁店

经常以各种理由拒绝为袁

女士服务。袁女士一气之下
将其投诉到河口消协，要求

退卡并返回 700 元服务费。

经消协调解，步行街处的连

锁店承诺只要袁女士提前
预约时间，会为其提供美容

美体服务。

近日，吴女士向河口区
消协投诉称，一年前，她父亲
在河口某超市购买了面值

500 元的购物卡，卡上没注明

有效期限。吴女士随老人前
往该超市购物时，收银员称

该购物卡已不能使用。他们

无奈之下向河口区消协求
助，经查，该超市一年前因管

理不善，难以经营，将经营场

所转租给另外一家企业经

营，双方由于在购物卡问题

上没能达成共识，给持卡消
费者带来不便。经协调，原超

市经营者答应与新经营者积

极协商，并尽快解决购物卡

继续使用的问题。

东营市消协提醒消费

者，在遇到或发现美容卡、健
身卡、购物卡、洗车卡、会员

优惠卡等服务与商家承诺不

相符的、损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时，应及时向司法

机关举报或向当地工商消协

部门投诉，维护好自己的合
法权益。

6 日，记者看到，运河路与东四路交会处东北角的一工地因施工设立了围挡，3 米多高的围挡与广州路即将设

立的围挡连接起来，阻挡住了过往车辆和行人的视线，非常危险。 本报见习记者 闫西龙 段学虎 摄影报道

择“好日子”结婚的市民不用愁了

广饶县推出

婚姻登记应急预案

本报 1 月 6 日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王健 通讯员

杜鹃) 广饶的武先生和张

女士打算在今年的 5 月 1 日

结婚，但是张女士却有个愁

事儿：“劳动节是个‘好日

子’，但是听说选择那天结婚

的特别多，不知道去登记的

时候会不会登记不上？”6

日，记者从广饶县婚姻登记

处获悉，登记处为集中选“好

日子”结婚的新人制定了应

急预案。

据了解，像张女士这样

情况的不在少数。很多新人

都会集中在“好日子”里结婚

登记，登记慢、登记难这样的

现象已经是屡见不鲜。记者

从广饶县婚姻登记处了解

到，2011 年登记处特制定了

婚姻登记应急预案，增加工

作人员、延长工作时间、增设

登记窗口、开通预约登记服

务等，保证婚姻登记工作顺

利有序地开展。

据广饶县婚姻登记处的

杜女士介绍，想要在“好日

子”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可以
在工作日持双方身份证、户

口本等相关证件，提前到婚

姻登记处办理预约登记，由

工作人员审核后，办理相关

手续，这样将大大缩短领证

当天办理的时间。“我们也是

想尽量满足新人在‘好日子’

里结婚登记的愿望，同时这

种方法也能提高婚姻登记效

率，缓解扎堆登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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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忘关太阳能上水阀

墙壁结出冰柱子

本报 1 月 6 日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闫西龙) 6 日，

东营市民张女士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反映，她所在小区的

一栋居民楼排雨污管结了冰

柱，地上也冻了一片厚厚的

冰。居民经常从附近经过，有

滑倒的危险。

6 日上午，记者在文汇小

区 34 号楼前看到，5 单元门

口西边的排雨污管和冰柱冻

在了一起。从 5 层楼高的管
道口一直到地面的管道都被

冰包裹得严严实实，管道下

边还结了很大的一片厚厚的

冰。在 5 单元居住的一位居

民告诉记者，有居民忘关太

阳能进水阀门，水溢出来后

顺着管道流下来，因气温较
低就上冻了。居民说：“结冰

都五六天了，一时半会也不

会融化。”记者看到，结冰的

排雨污管在背阴面，阳光很
难直接照射到。

负责小区卫生清洁的刘

先生告诉记者：“我已经注意
那个地方很长时间了，现在无
法直接把管道上的冰除掉，除
冰的话会影响管道的安全，只

能让管道上的冰慢慢融化。”

刘先生说：“我们会找些工具

把地上的冰清理掉，避免居民

在附近摔倒。”他提醒居民及

时关闭太阳能上水阀，这样既

能避免浪费水资源又不会出
现类似的问题。

学生明知有风险

仍然热衷包车
6 日上午，记者在东营市多个

高校校园内看到，很多地方贴着

“假期包车”、“老乡包车”等信息

的广告，有些学生在经过这些广

告前时会驻足观看一会。在东营

市职业学院第一教学楼内的宣传
栏上，一张醒目的“车讯”广告张

贴着，“寒假临近，为方便学生回

家，我们再次与公交公司合作，包

豪华大巴数辆，所有车均有空调，

55 人座，四证(包运证、运营证、环

保证、进通证)齐全，并含有保险，

可放心乘坐……”并在广告中列

出了东营到菏泽、日照等地的票

价，后面还列有汽车总站到这些

地方的票价。记者看到，并广告中

列出的票价能比汽车总站的票价

便宜 10 多元钱。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不少学

生认为包车回家比较方便。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的小郭同学表示，放

假回家会首先考虑包车的方式，同

乡的校友也会一起商量包车的事

儿。“火车就那两班，也没有到我们

那儿的，去汽车站买票时都是人山

人海，买张回家的票很不容易。”在

说到包车的风险上，小郭认为：“谁

都不想出事，肯定都会小心开车

的，应该没问题。”

车主都称绝对安全

记者根据东营市职业学院第

一教学楼内的宣传栏广告中留下
的联系方式拨打了电话，接电话的

人自称是东营职业学院的学生，已
从事过多次假期包车业务，并称组

织包车业务是经过学校老师同意
的，“车票有附带的保险，没有任何
问题。”记者问他有没有学校的同

意文件或授权许可时，该同学表

示：“没有这样的文件，我们已经经

过学校同意。”

市民张先生把自家的吉奥越

野车对外出租。记者问：“如果出了

事故怎么办？交警不查吗？”张先生

说：“出了事算我的，我负责所有医

药费和汽车维修费用等。”交警不

会把注意力放到越野车上，都是查

客运汽车。

针对此情况，山东领先律师事

务所赵昊律师表示，学生所包汽

车，如果没购买承运人责任险，且
汽车所有人和承包人又不具备赔

偿能力，万一车辆出现意外，给乘
客造成人身意外伤害，纠纷也将会

很难解决，受害人有可能无法得到

赔偿。

学校努力为学生找

正规途径包车
据东营职业学院学工处杨处

长介绍，放假包车回家，学工处会

委托学校学生会统一组织联系包

车业务，在校园内贴出包车广告

的落款会写有“学工处和学生

会”。

杨处长说：“以前有过学生交
完钱车不来的情况。”学生如果发

现此类事情，应及时上报给学校，

学校会通过联系有关部门，打击借
包车业务坑骗学生钱财的行为。

寒假临近，校园刮起“包车风”

学校称：学生应多考虑其中的风险
本报见习记者 任斌

寒假将至，高校校园内的广告栏现已被包车回家的广告所占据，广告中都写道：豪
华大巴、有空调、绝对安全等信息。记者通过采访发现，一些私家车利用空闲进行包车
业务。学校老师表示，学生不要轻易相信包车广告，尽量通过正规途径买票回家。

围挡障目

文汇小区的居民楼上结的冰柱。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