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7斤螃蟹，皮筋占了2.1斤
皮筋这么能吸水，连检查的工商人员都很吃惊

不传统！

今年大部分快递公司不歇
但春节期间收发快件难保时效

本报1月8日讯 (见习
记者 齐金钊 ) 快递公
司年底关门歇业的传统今
年有了变化。1月8日，记者
从港城多家快递公司处获
悉，大部分快递公司今年
春节假期“歇人不歇业”。

日前，中国快递协会发
布了春节期间快递服务指
导规范，规范旨在打破快递
公司春节歇业的传统，要求
快递公司在春节期间快递
收发业务不中断。8日，记者
走访港城部分快递公司营
业点，对春节期间快递公司
的经营安排做了了解。

“春节期间会留有值班
人员继续提供服务。”在宁
海路的顺丰速递分点，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顺丰速递在
春节期间不会歇业，从农历
腊月二十八开始，大部分快
递员会放假，公司会在分点
留下四五个工作人员留守、
工作，为市民提供寄送快件
服务，直到正月初八后恢复
正常。

“今年可能会留人值
班。”在三站市场的韵达快
递分部工作的张先生称，
去年春节分部放假歇业
了，今年可能要留人值班
继续营业，具体怎么安排
要再等几天才知道。

记者随后又致电烟台
申通速递和圆通速递公司
了解到，烟台申通快递已
经知道春节不歇业的消
息，但具体怎么操作，还要
等公司总部的指示；烟台
圆通速递今年春节期间也
不歇业，各网点会在假期
期间正常营业。

在采访中，有快递公
司的工作人员坦言，虽然
公司承诺春节期间不歇
业，但大部分工作人员还
是会放年假，只保留少部
分工作人员“留守”工作，
在年前快递爆仓压力并未
得到有效缓解的当下，这
意味着春节期间收发快件
的时效性可能会大打折
扣。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秦雪丽 ) 随着春节临

近，又到了消费购物的旺
季，商场超市忙得不亦乐
乎。然而在这个忙碌而盈
利的消费旺季，位居海港
路的壹百货商场超市竟打
出了“放假”的旗帜，让广
大市民始料未及。

小刘在市区海港路壹
百货商场工作，随着春节临
近，小刘的心情也异常兴
奋。与其他商场过年轮休不
同，小刘可以享受近6天的
假期，而且是带薪休假。这
对与刚毕业一年的小刘来
说，确实值得高兴一把。

春节期间本是商家吸
金的旺季，那么这个商家
缘何打出“放假”的旗帜？
对此，记者采访了壹百货
的总经理张小龙。

张小龙告诉记者，之
所以采取这种放假方式，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
商场超市员工总计在800

人左右，其中50%来自外
地，而且大都是刚毕业不
久的大学生。”按照中国传
统观念，回家过年对每个
人来说都很重要。

张小龙说，根据公司
安排，阴历腊月二十九上
午12点，全体员工开始放

假，如果是外地员工，可以
提前两天返程回家，并且
公司可以帮助购买火车
票。

“对于坚持岗位至最
后的、居住在烟台周边县
市区的员工，公司将统一
租车免费送到家门口。”商
场超市正式营业时间为阴
历正月初六早上9点整，这
意味着春节期间员工将放
近6天假。

“我们大概计算过，近
6天的假期公司将亏损300

多万。”张小龙透露。
但休假期间，员工的

工资并不因此受影响。“员
工都是带薪休假，不会因
为假期的存在而减少工
资。”之所以选择这种休假
制度，也是出于对员工情
绪的考虑，尽管从眼前利
益看会有损失。“更人性化
的管理会留住人才，就会
创造更多的潜在财富。”

对于春节期间商场超
市放假的消息，壹百货在
门前也贴出了告示。“这一
放假措施以后也将沿用下
去。对于给广大市民带来
的不便表示抱歉，希望市
民朋友们理解。有购物需
要的市民，可以提前购
物。”张小龙说。

真新鲜！

吸金时节这个商超放假了
商场：回家过团圆年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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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8日讯(通讯员 孙
建昀 李峰 记者 秦雪丽 )

随着春节的临近，螃蟹作为
鲜海水产品，受到不少市民及
企事业单位的青睐。然而，据市
工商局芝罘分局统计，近期关
于螃蟹的投诉呈上涨趋势，投
诉最多的是绑螃蟹的吸水皮
筋。

市民孙先生向记者反映，
临近年关，单位采购了螃蟹作
为礼品，然而螃蟹身上五花大
绑的皮筋让他特别头疼。“绑着
那么多皮筋很影响美观，无奈
我们只好拆了。但购买时，拆掉
的皮筋要按螃蟹价格来算，每
斤80元左右。”

“不少市民反映购买的螃
蟹，所捆绑的皮筋分量过高，有
欺诈消费者的嫌疑。”针对近期
日益上涨的投诉，市工商局芝
罘分局对水产品市场进行了一
次重点检查。

1月6日，记者跟随工商执
法人员来到市区最大的海鲜水
产品批发零售市场环海农贸
城。记者现场看到，市面上销售
的螃蟹大都五花大绑。与以往
不同的是，捆绑螃蟹的皮筋又
粗又宽，很多皮筋还具有吸水
功能，一只螃蟹最多甚至被绑8

个皮筋。用手一捏，这些橡胶皮
筋还会渗出很多水分。

随后，工商执法人员在商
贩中随机抽取了10只螃蟹，经
过称重，发现10只螃蟹的总体
重为6 . 7斤，然而拆掉螃蟹身上
的橡胶皮筋后再称重，这些螃
蟹只能称4 . 6斤。

“6 . 7斤的螃蟹，捆绑的皮
筋就有2 . 1斤，这让我们也很吃
惊。”市工商局芝罘分局一位检
查的工作人员说，对于商家的
这种涉嫌欺骗消费者的做法，
他们将责令商家改正。

记者了解到，随着春节

的临近，螃蟹的价格也水涨
船高。目前一斤螃蟹的售价
为80元左右，预计春节前后将
涨至每斤100元左右。“市面上
螃蟹多是养殖的，因为稀缺，
所以价格不断上涨。但没想
到的是，捆绑螃蟹的皮筋也
开始增肥了。”市工商局芝罘
分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对于橡胶皮筋捆绑螃蟹
的做法，不少消费者称，捆绑
螃蟹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一
定 要 控 制 在 一 定 重 量 范 围
内，否则有恶意欺诈消费者
的嫌疑。

对此，不少水产品商贩向
记者透露，他们批发螃蟹时，螃
蟹身上就已经五花大绑，吸水
橡胶皮筋的存在，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件头疼事，他们也希望
相关部门能出台相应的水产品
销售政策，来控制螃蟹的过度

“包装”。

工商部门提
醒广大消费者，
如果不慎购买到
五 花 大 绑 的 螃
蟹，蒸煮时一定
要去掉捆绑的橡
胶皮筋。

“除了重量
上欺骗消费者之
外，这种皮筋一
经加热，会释放
一种有毒物质，
会对人体健康产
生不好的影响。”

一个电话就能轻松找到家政
本报即日起推出“我们帮您找家政”活动，6家公司等你挑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鞠平
曲彦霖 实习生 苏静 ) 临近
新年，家家户户忙着办年货、买新
衣、扫卫生，还要照顾老人孩子。
大大小小的事儿是不是让您觉得
浑身乏力又分身无术？想找家政
公司，百度整页没重样，预约不上
干着急，是不是伤身劳力又不知
该如何选择？

为此，本报特推出“我们帮您
找家政”活动，即日开通，活动时间
截止到1月17日。您只需简单地打

一 个 热 线 电 话 ：
15106456961，本报工
作人员就会免费给您
连线市内6家家政公
司，让您轻松过大年。

如果您需要家
政服务，只需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向工作

人员说明您所需要的服务类型、
服务时间和您的住址，我们将为
您连线与本报合作的6家家政服
务公司。届时家政公司将跟您取
得联系，如果得到您的认可，他
们将为您提供服务。

这6家家政服务公司如下：
1、清新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拥有130多名优秀员工，家务、保
洁、物业全方位服务，服务范围不
包括牟平区和福山区。

2、满怡佳家政保洁公司，拥

有七八十人的强大团体，专做保
洁和清洗，服务烟台市六区范围。

3、慧盛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承诺以优质的服务让顾客满意。

4、烟台华润保洁服务有限
公司，希望以诚信和一流的服务
让顾客还想再来，为开发区、莱
山区、福山区的居民提供服务。

5、烟台德德家政有限公司，
集保洁服务与物资回收于一体，
他们将为您提供一个优质、清洁
的生活环境，服务烟台五区。

6、爱君家政烟台连锁店，全国
连锁，试水“保姆险”，服务上保险。

这6家家政保洁公司各有所
长，他们将根据您的需求，为您
分忧，提供最真诚的服务。

本报咨询热线：15106456961。
在此，本报也预祝所有市民朋友
都能过个顺心如意年！

▲工商执法人员正在
检查螃蟹市场。 秦雪丽

摄

被五花大绑的螃
蟹。 秦雪丽 摄

格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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