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王在
辉) 18日晚上，一名女士拨打本
报逛街记者电话称，她在王府大
街逛街时不小心将钥匙落在了
暖倍儿店内，回不了家。由于时
间太晚，回去找钥匙时店铺已经
关门。随后，本报记者帮忙联系
到了暖倍儿店长和当天值班的
店员，半小时后王女士取回了自
己的钥匙。

据王女士介绍，18日晚上，
她去兴业王府大街逛街，在暖倍
儿店内试了几件十月妈咪的衣
服，走的时候钥匙掉落在了沙发
上。当时王女士并没有发现钥匙
丢了，就接着出去逛街了，直到
八点多才准备回家。

“我准备开车的时候才发现

钥匙没了，接着就去了好几家店
询问都没有找到，最后就找到了
暖倍儿，八点半左右了人家都关
门了。”王女士说。正准备离开时，
王女士发现门上贴着齐鲁晚报逛
街栏目的门贴，仔细一看还有电
话号码。由于王女士的老公在岚
山上班，没有钥匙晚上无法回家，
车放在街上也不安全，着急中就
拨通了逛街栏目的联系电话。

根据王女士提供的店名，本
报记者通过《逛街栏目》找到了
暖倍儿店长喻女士的电话。通过
电话询问得知，喻女士当天没去
店里，但是热心的喻女士立即帮
忙联系了当天值班的店员。几分
钟后，喻女士给本报记者回了电
话，并让店员申女士联系失主王

女士。
据申女士介绍，她住在芙蓉

小区，晚上七点半下班，下班前
整理衣服时发现沙发上有一串
钥匙。“我当时想了想，可能是试
衣服的那名孕妇的，结果等到八
点了还没见人来，回家之后也一
直开着手机等着。”申女士说。

接到电话后，申女士就立即
联系了失主王女士。“她说她没
有钥匙回不了家，又是个孕妇，
我就马上出去打车回了店里。”
申女士告诉记者。拿到钥匙后，
王女士再三表示感谢，并开车把
申女士送回了家。“太谢谢你了，
多亏了你们栏目！我已经到家
了！”回家之后，王女士给本报记
者发短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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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制衣

位于正阳路 35 号灯具批发市
场南 50 米路西，专业定制职业装、
酒店服、西服、茄克工装，并常年
翻新订做羽绒服，是各企事业单
位团体服定制做之首选。本店代
理米舒羽家齐灵、啄木鸟、庄鑫等
各大品牌羽绒服，批发半成品。

兰蔻皮草行

亲爱的会员们注意啦：王府
大街兰蔻皮草行 3 月 31 日开始
装修升级，2 月 12 号开始全场清
仓，大牌也疯狂，特答谢老客户，
凭会员卡或购物小票可领取 500

元现金券，部分皮衣皮草赔钱甩
货，心动不如行动，快来抢购吧，
更多详情请见店内海报。

暖倍儿

十月妈咪品牌入驻王府大街

暖倍儿专卖店，根据妇女孕期的
生理、心理特点，以新型的面料、
时尚的款式，加上精良的工艺、专
业的制作，开发出适合各季穿着
的孕妇时装及内衣系列，填补了
孕期妇女美扮自我的缺憾。

迪士尼

Mickey House 位于王府大街
南段，致力不断为顾客提供新颖
的迪士尼授权正版产品，专攻个
人时尚消费品：装饰性家具用品、
家庭产品、礼品系列、文具和软性
玩具。该店不断提供有价值的产
品以满足年轻一代对美、时尚和
个性的追求，欢迎惠顾！

莱特妮丝

莱特妮丝是一家专业内衣
精品店，主打产品为莱特妮丝调
整型内衣。持本报到店购买内衣
的顾客，可享受 9 折优惠，同时赠

送价值 1000 元的身体保养。

比比我童装

该店为韩国品牌比比我童
装专卖店，服装款式新颖靓丽，
韩范儿十足，是年轻妈妈们的首
选童装品牌。持本报到店可享 8

折优惠。

图图童鞋

位于海曲中路利华商业街
一楼 1B-31，主营图图、卡努、猛
虎等品牌童鞋，图图童鞋是少儿
乒乓球指定用鞋，中国质量 500

强，童鞋行业十大品牌。为惠顾
新老顾客，现店内图图童鞋全场
4 . 5 折，欢迎选购。

棋棋童装

位于海滨二路海滨商贸中
心 1 楼南门 B-1-11，主营韩国一
线品牌童装，立足于韩国的风格

与品味，始终本着时尚、个性、有
型的风格紧跟时尚潮流，追逐个
性发展。优质的纯棉面料，柔软
舒适吸汗透气不变形，做工优良
精致。

方向盘

方向盘女装，冬款皮草、羽
绒服、棉衣强烈来袭，高端大气，
饰品物美价廉，购物有礼。

胖太太服饰

位于海滨商贸中心 2 楼 A2
-19-1 ，主营时尚民族服饰，适
合 30-50 岁不同年龄段爱美女
性的追求，服饰以棉麻布为主，
宽大、舒适、环保，高档的服装、
中档的消费，是您不错的选择。

街角衣坊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对过
金狮 100 旁，冬季羽绒服、羊绒

大衣、毛呢裙全新上市，欢迎新
老顾客前来选购。夏装全场五
折，部分商品清仓特价处理。

青岛真皮鞋城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对过，
主营各式男女真皮皮鞋。鞋品春
节期间全场 9 折优惠，消费满
300 元赠 20 元现金券，新老顾客
进店有礼。为感谢 VIP 会员多年
来对该店的支持，在享受 8 . 8 折
基础上特准备了精美礼品相送。

格蕾丝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 B
-07，日照格蕾丝独家代理店，主
营真皮女鞋、时尚女装。凉鞋全
场 5 折，二楼女装 4-7 折，女装以
欧美风格主打，兼有日韩风格。
凡在该店消费可免费办理会员
卡，在两店一年消费满 2000 元者
赠 200 元现金券(一次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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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星珠宝行

以文化走产品，以五行配
戴不同的饰品。该店每天都有
新款，翡翠、挂件、手镯新款到
货。该店碧玉、翡翠手镯3折起，
精品挂件1折优惠。

滢润珠宝

位于凯德广场一楼，珍珠
引领珠宝界新潮流，传承璀璨
中华珠宝文化，百搭迷人，奢华
不俗，自用送人皆宜。店内珍珠
款式新价格优，进口大溪地黑
珍珠、南洋金珠，颗颗精品。马
年店内活动不断，手镯类 1折
起，马年吉祥寓意挂坠三折起。

尚爱珍珠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
B-05，专业珍珠首饰供应商，经
营大溪地黑珍珠、南洋珠、淡水
珍珠，提供所有珍珠类专业咨
询、设计、定做、维修服务，另有
纯银首饰9元/克。持本报到店
内消费可享受8折优惠。

玉满堂

位于济南路安泰荣域世嘉
小区东沿街，主营正品A货新疆
和田玉及缅甸翡翠，每件产品
都经过三次以上的严格检验。
该店所有产品除特价外7折，法
定节假日6 . 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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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不不了了的的年年货货，，如如何何处处置置成成难难题题
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谨慎购买

本报 2 月 20 日讯(通讯员
卢兴旺 吴阳 ) 2 月 18 日，日
照供电公司接山东省企业联合
会、山东省企业家协会、山东省
工业经济联合会、山东省质量管
理协会联合发布的企业管理表
彰文件《关于表彰 2013 年度先
进单位及个人的通报》，日照供
电公司被评为“ 2013 年度先进单
位”。

近年来，日照供电公司持续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
围绕建设“一强三优”现代公司
目标，以创先争优为工作主线，
把同业对标、管理创新、质量管
理实践作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的重要手段，实现了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各项工
作呈现出奋发向上的良好态势。

一是加大“二十四节气表”
关键节点管控，实施公司、车间
绩效考核两级沟通会和同业对
标月度例会。二是成立专门工作
小组，完成不动产补证 60 项，办
证率达 90%。三是统筹推进县公
司一体化建设、管理创新提升工
程。四是深化“三集五大”体系建
设，稳妥实施机构、人员设置调
整。

2013 年，公司组织开展 QC

课题攻关 106 项、管理创新项目
实践 50 项，表彰优秀 QC 成果
45 项、管理创新成果 32 项，2 项
QC 成果获国家级表彰，7 项 QC

成果获省公司级别表彰，5 项管
理创新获省公司级别表彰。

日照供电公司
获评先进单位

年前考虑到春节期间家里
要招待客人，家住山东路一小区
的周女士买了好多食品，各种肉
食和蔬菜将冰箱填得满满当当。

“鸡腿、猪肉也有臭味了，放外面
的馒头、煎饼都长毛了。”市民周
女士看着变质的年货，心疼地
说。

面对变质的生鲜年货，不少
市民只好将扔掉。那过年期间收
到的烟酒茶、牛奶、保健品等年
货市民是如何处理的呢？记者就
此问题进行了探访。

剩余年货网售受青睐

“年货用不着，你可以拿网
上卖啊。”18 日上午，在新玛特购
物广场，面对记者的问题，市民
张先生说，他前几天在网上发了
帖子：“朋友送的高级海参礼品
盒，商场卖 3000 元，现在 2000 元
处理。非诚勿扰”。

市民宋先生也将一些剩余的
年货放在网上以低价售出，发挥
年货的“剩余价值”。19 日，在 58

同城和赶集网上，记者发现日照
出售闲置年货礼品的帖子已近千
条，种类从烟酒、服装、保健品到
食用油、小家电等，应有尽有。

据了解，网上二手市场上，
购物卡转让价格普遍在 9-9 . 5 折
左右，实物年货转让价比市面价
普遍便宜 20% — 30%。

小商店收购有讲究

还有不少市民选择将年货
直接卖到收购的小超市。19 日，
记者来到日照路附近，以卖烟的
名义探访了几家回收年货的小
超市。

一超市老板说：“年后我这
里每天都有不少人来问能不能

收购烟酒等一些礼品，我这虽然
收购，但价格要比进货价低一
些，并且必须是日照市正规商店
购买的产品。”该老板说。

据了解，售价 450 元苏烟，收
购价为 380 元；售价 220 元的泰
山，收购价为 170 元；售价 220 元
的玉溪，收购价 160 元左右；售价
600 元的五粮液，收购价在 380 元
左右。“不管顾客买的时候是多
少钱，我们收的价格都比进货的
批发价低一些。”该店老板说。

在另一家烟酒回收店，市民
张先生正在出售两瓶高度五粮
液酒。他说，这两瓶酒是春节时
亲戚送的，但家里人都不喝酒。

此外，牛奶、核桃露等饮品
和保健品也是收购的热门，“饮
品得 2013 年 12 月以后生产的我
们才回收。”该店老板说。

年货处理得谨慎点

网上叫卖以及商店回收，让
许多市民解决了年货闲置的问
题，但是这种交易方式缺乏有效
保障。日照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介
绍，因为不少市民家里的年货都
是亲朋好友送的，自己手里没有
消费凭证，售卖或食用过程中出
现问题，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日照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
员表示，香烟必须从烟草公司统
一进货，回收香烟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
例》，是非法经营行为，不管真烟
还是假烟都将受到处理。

“商家私自以低价收购再进
行销售，不仅偷逃了国家税款，
还干扰了市场正常秩序，没有正
规的进货发票，是不符合规定
的。”工商局工作人员提醒市民，
购买烟酒时一定要谨慎对待。

本报记者 辛周伦 彭彦伟

一市民储藏室门口堆满了收到的年货。
本报记者 辛周伦 摄

手中有大量烟花爆竹

可去批发公司退货
本报记者 许妍

元宵节过后，噼里啪啦的鞭
炮声将暂时告一段落，烟花爆竹
市场销量也随着市民需求变少
而大幅减少。20 日，记者在市内
部分烟花爆竹销售点了解到，剩
余烟花爆竹的回收工作正在进
行中，不仅是零售商，市民手中
鞭炮剩余量多的也可以到烟花
爆竹批发公司办理退货。

当日，记者来到日照市汇鑫
烟花爆竹批发公司，这里过年期
间热闹的销售场景已然不在，陆
陆续续有零售商前来退货。据了
解，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没有卖出
的烟花爆竹可以在批发公司退
货或者由批发公司代存。

“理论上回收的时间截止到

2 月 23 日，但是按照往年的情
况，都得过了正月才能结束。”汇
鑫烟花爆竹批发公司的刘经理
向记者介绍说。

“往年没有遇到市民来退货
的现象，普通市民购买时量都不
多，就算过年多买了一挂两挂
的，也都在元宵节一起放了。”刘
经理说。“如果市民手中还有较
多剩余的鞭炮，也可以拿过来，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进行回收。”

记者从日照市安监局了解
到，烟花爆竹属于危险品，对于
零售点剩余的鞭炮，将统一回收
存放在指定的，有专门有资质的
仓库。而普通商贩不具备这样的
条件，所以，零售商须将没有销
售出去的烟花爆竹送到安监部
门指定的仓库，由批发商代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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