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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城事

开锁公司仅6成在公安局备案
市民可拨打110进行查证

本报 2 月 28 日刊发
的《加工手工活 骗你

没商量》一文，引起一

定反响。河东区的王女

士拨打本报电话称，她

就是手工活的代理商，

看到本报报道后才大呼

上当。 3 月 4 日，记者

陪同王女士现场验货，

揭穿手工活骗钱的内

幕。

2 0 1 0 年 1 2 月 2 3

日，王女士与志磊手工
艺品办公室签订了一年

的合同，并交纳了 1000

元押金。根据合同，所有

手工活须经志磊手工艺

品办公室检验合格后，

再付给代理商相应的劳

务费。“年前，我们 4 个

人用了一星期的时间，

串起了 1800 条短珠，先

后 4 次送检，仅有 2 7 0

条合格。”王女士很是不
解。

一条短珠的手工费
是 0 . 12 元，270 条是 32

元钱。平均每人每天的

劳务费仅有 1 . 3 元。“我
感觉短珠很难串，就改

串长珠了，结果年前送

审了一次，一条也不合
格！”王女士一气之下，

就把手工活停了。

记者与王女士一

起，带着她年前加工的
200 条串珠，来到蒙山

大道与红旗路交会处某

宾馆 209 房间。一张办

公桌，两位男士对桌
坐，一张床，床上大小

包裹盖了个严实。一张

蓝底白字的“志磊手工
艺品办公室验收标准”

张贴在办公桌的正上

方。

记者注意到，验收

标准单罗列了烙画、门

帘串珠、座垫串珠、直

串、铅笔等五种手工活

的验收标准。如直串一

栏写着：直串不够长度、

超越 3 . 4 毫米、太松都属

于不合格产品。

两位男士根据墙上

的记号，一条条比划起
来。“怎么不是长了就是

短了？不是说好 1 . 90 米-

1 . 91 米之间吗？”一位宋

姓工作人员说。“我在家

都是量好的，一点都不
差，不信你用米尺量？”

王女士反驳说。

“不用米尺，墙上的

记号就是标准！”宋先生

说。

记者发现，宋先生

拿串珠到墙上比照时，

串珠是摇晃的，也就是

说，从目测角度来看，可
长也可短。另一方面，以

墙上记号为标准，显然

有失公允。

宋先生说，王女士

提供的串珠不是长度不

足、就是太长或太松。

记者让宋先生提供
一条样串。王女士拿自

己的串珠和样串进行详

细比对：“根据我串串的

经验来判断，这条样串

至少长 1 . 95 米，远远超

出了所谓的标准！”

经过反复争论，王

女士的 200 条串珠，只有
2 条合格，合格率为 1%。

“你们老板呢？我找

你们老板验货！”王女士

很郁闷。

“我们老板出发到

上海了，人家是大老

板！”宋先生回答说。

就在王女士与宋先

生争论之际，记者与兰

山区工商局银雀山工商

所的执法人员取得了联

系，并将现场的情况与

执法人员进行了交流。

执法人员赶至现

场，亮证检查。营业执照

没有悬挂，所经营的物
品也没有在办公室内予

以体现。其合同的形式

看似合法，但实际内容

涉嫌欺骗。

“在上海”的老板 5

分钟之后赶到办公室。

工商执法人员现场调

解，扣除原料费、手工

费，志磊手工艺品办公

室退还王女士 700 元押
金。

本报记者 孙贵坤

通讯员 王晓 李宝龙

手工活代理现身邀记者体验

现场验货 200 条串珠仅两条合格

本报“天天
3·1 5 ”栏目诚征
消费维权线索，

欢迎读者拨打本
报消费维权热线：

1 3 9 5 3 9 7 7 1 3 6 ，

0539-8966083。

很多开放式小区内，楼道里、楼梯上，都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开锁换锁”小

广告。“110 惟一一家指定开锁公司”、“公安局备案”、“工商注册”……如此字

样吸引了市民的目光。然而，这些开锁公司是否真的在公安局备案？
［ ］

市区站前小区的一个楼道里，墙壁上贴着“开锁换锁”小广告。

记者 展萍 摄>>

本报 3 月 3 日讯(记者
张建峰 通讯员 刘伟 彭
波)为关爱广大女性朋友，临

沂市人民医院北城新区医院

特在“三 . 八”妇女节来临之

际，在 3 月 3 日-3 月 31 日期
间，通过健康体检、妇科疾

病检查、乳腺疾病筛查治疗

等方面开展多项优惠活动，

关爱女性健康，共建合谐家

庭。具体优惠活动如下：

健康体检：

1 、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女性客户，享受八折优惠；

2、来院进行健康体检方
便快捷，无需等待，市人民医

院知名专家一对一亲诊服务；

3 、为来院进行健康体检

的客户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方便客户随时查询；

4 、提供免费早餐，市区
内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5 、咨询电话：

0539-8609982
0539-8609986

妇产科检查、手术：

1、来院进行妇科检查的

女性患者，免收挂号费、专家费；

2 、来院进行终止妊娠手

术(人工流产)者，减免检查费

(彩超检查、化验)、护理费等，

市区内提供接送服务；

3 、来院进行妇科检查、

手术者，减免检查费(彩超检

查、化验)等；

4 、来院手术方便快捷无

需等待，实行无假日手术，

周六周日照常应诊；

5 、咨询电话：

0539-8606971
0539-8609986

乳腺疾病检查、手术：

1、来院进行乳腺疾病检

查的患者，免收挂号费、专家费；

2、来院进行乳腺疾病手

术治疗的患者，免收检查费(彩

超检查、化验)，手术费、治疗费

予以八折优惠；

3、对所有来院进行乳腺

检查治疗的患者，予以办理会

员卡，加入“沂粉沙龙”，享受

就诊、手术、康复等优惠；

4、符合条件的贫困乳腺

癌患者，可申请“瑞金哈根达

斯”慈善救助基金免费治疗。

5、为所有乳腺疾病患者

提供预约国内一流乳腺疾病

治疗专家会诊及手术服务。

6、咨询电话：

0539-8606951

0539-8609986

市人民医院北城新区医院开展关爱女性健康送温暖活动
“三 . 八”节期间(3 月 3 日-3 月 31 日)开展多项关爱女性健康优惠活动

A、定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在临沂市光大拍卖有限公司五楼拍

卖大厅，公开拍卖：

鲁 Q-A9921 红旗、鲁 QA506 警小

型普通客车、鲁 QA366 警小型普通客

车、鲁 QA3 7 7 警小型普通客车、鲁

QA045 警小型普通客车、鲁 QA508 警小

型普通客车、鲁 QA031 警小型普通客

车、鲁 QA0 2 9 警中型普通客车、鲁

QA038 警小型普通客车、鲁 QA297 警小

型普通客车、鲁 QA028 警小型普通客

车、鲁 Q2W675 微型普通客车、鲁 Q-

U7933小型普通客车、鲁Q-A9922红旗、鲁

Q19771、鲁Q8A416等车辆。

B、定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上午 10

时，在临沂市光大拍卖有限公司五楼拍

卖大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徐恩义所承包的位于临沂市兰

山区白沙埠孟庄村 100 亩的土地使用

权、银杏树。

(2)、胡志刚所有的位于临沂市罗庄

区金都花园小区1号楼2-201室房产一处。

(3)、石连友所有的无号牌“一汽蓬

翔”改装自卸货车。

展示时间及地点：以上标的自公告之

日起至拍卖日前一日，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有竞买意向者，请到我公司咨询有

关标的情况。竞买人须持身份证或其他

相关证件，带保证金(不计息)到我公司

报名，方可参加竞买。

公司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金

源路与兴隆路交汇处东南角

联系电话： 0539-8131808

0539-8131809

邮箱：gd518@163 .com

网址：http//www.lygdpm.com

临沂市光大拍卖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5 日

临沂市光大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密密麻麻小广告多数自称备过案

4 日，记者来到市区站

前小区，一楼道里贴满了密

密麻麻的“开锁换锁”小广

告。住户王女士告诉记者，

一个星期前，自家楼下储藏

室防盗门的锁坏了以后，几

天的时间内，不断有小广告

贴到防盗门上。

标榜“公安局备案”

“ 110 指定开锁”的开锁公

司，是否真的如其所说？4

日，记者以“家里钥匙丢失，

急需开锁”为由，联系到市

区多家开锁公司。

“我们绝对在公安局备

案了，你可以去公安局咨

询。”沂蒙路上一家开锁公

司工作人员徐先生告诉记

者，通过拨打 114 查询电

话，也可以查到他们公司的

联系方式。

记者随机采访了 7 家

开锁公司，其中有 6 家公

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该公

司已经在公安机关备案，

甚至有公司自称为“临沂

惟一一家 110 指定开锁公

司”。

然而，金源路上的一家

开锁公司老板告诉记者，公

司是否备案，市民根本无从

知道，全凭开锁人员的一张

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开

一把防盗门上的锁，各公司

要价从 30 元到 150 元不等。

记者问及是否开据发票时，

所有的开锁公司都表示，没

有发票，只有收据。

开锁人员在工作时，是

否需要业主出示相关证明，

开锁公司又有哪些证件证

明自身？采访中，不少市民

提出疑问。

然而，多家开锁公司表

示，业主实在没有证明的

话，也可以先把门打开。“有

生意，谁不做啊。”市区一家

开锁公司的老板说。

记者从兰山区治安大

队了解到，如果开锁公司

工作人员外出开锁，首先
需要到当地辖区派出所进

行备案记录，填写一式三

联的表格，确保派出所、

开锁公司、业主人手一

份。然后，在辖区派出所

工作人员的监督下，以及

该小区物业公司的见证

下，开锁公司人员才能进

行工作。

对于“公安备案”这一
说法，兰山区公安局治安大

队三中队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从 2010 年上半年，公

安机关和工商部门联合下

发了有关整顿开锁公司的

文件后，目前，已经有 20 多

家开锁公司在该中队备案。

“来备案的开锁公司多

是由省劳动厅颁发了资格

证书的公司。”工作人员说，

“兰山区内仍存在近 4 成的

杂牌军，由于没有取得资格

证书，所以未能备案。”

仍有 4 成杂牌军没有证件照样开

“我们只管开锁业的从

业资质，看其是否具有省劳

动厅下发的资格证书。”兰

山区公安局治安大队三中

队的工作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虽然目

前临沂已经下发了关于整

治开锁换锁公司的政策，

要求具有一定资质的公司

到当地派出所备案进行审

查，但在法律上，仍然没

有关于“开锁换锁”行业
的约束。

“如果开锁公司执意不

备案的话，我们暂时也没有

处罚办法。”工作人员表示。

据介绍，在借鉴外地关

于开锁公司管理经验的基

础上，经公安、工商等相关

部门充分讨论，临沂将在短

时间内成立锁业协会，对已
经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开锁

公司进行挂牌宣传，并统一
开锁人员的着装。

工作人员表示，在市区
范围内，如果市民对哪家开

锁公司不放心，可以拨打
110 或辖区派出所电话向公

安部门进行查证和举报。

本报记者 王逸群

并无相关法律管理尚存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