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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社会

万平口派出所周末接到6起走失报案，民警总结三条建议防范

孩孩子子老老人人身身上上最最好好有有联联系系卡卡
本报 7 月 21 日讯(见习记者

赵发宁) 日照旅游在持续升
温，但家人走失的事情也时有发
生。上周六周日两天，山西15岁
的男孩找不到爸爸了，徐州70岁
的老大娘也找不到女儿了……
万平口派出所民警建议，易走失
人群进入景区前，家人可在他们
身上放好联系卡。

7月21日下午2点，山西游
客丁先生带着15岁的儿子小波
(化名)来日照万平口第二海水
浴场游玩，第一次见到海，丁先
生夫妻俩很高兴，换好衣服就
准备下海。

考虑到小波下海不安全，
于是夫妻俩就让小波在帐篷外
玩沙子，安排好后，夫妻俩就下
海游泳了。“游了大约 30 分钟，
上岸后就找不到儿子了。”丁先
生说，他们让万平口工作人员
帮忙广播喊了好多次也没找
到，于是就赶紧报警了。

接警后，万平口派出所一
边让景区广播找人，一边寻找
小波。一小时后，民警在沙滩东

北角找到了小波。原来小波玩
了一会沙子，觉得没意思就去
找爸爸，结果迷路了。“到处都
是人，我不知道该去哪了。”小
波说。

记者周六下午在万平口广
场待了约一个半小时，就听见
寻人广播先后七次响起，其中
有两次是寻找走失的成年人，
五次是寻找走失的孩子。

“多半走失的人能通过广
播找到，但就算这样我们周末
两天还是接到了 6 起走失报
警，其中 5 起是孩子走失。”万
平口派出所民警说，不光是孩
子，老年人也比较容易走失。

“徐州的李女士，周六那天
就找不到自己的妈妈了，老母
亲都 70 岁了，李女士也是只顾
玩，回头再找妈妈就找不到
了。”万平口派出所民警边说边
向记者展示案宗。

案宗显示，李女士进景区
前还一直牵着妈妈的手，但进
了景区，只顾玩了，就忘了拉着
妈妈的手了。

“我们在景区北侧的休息
区找到了李女士的母亲，老大
娘也是迷了路，好在没有到处
乱走。”民警说。

针对此情况，万平口派出
所民警给了3条防范建议：

1、带着孩子游玩的家长注
意时刻牵着孩子的手，因为儿
童好奇心强，喜欢新鲜事物，到

了新环境可能会乱跑。
2、出行旅游请家长给老人

和孩子随身携带联系卡，上面
注明联系方式及其姓名，方便
走失后与家人联系。

3、老人或者孩子一旦走
失，不要到处乱走，可以就近寻
找身穿制服的警察、保安或者
工作人员帮忙。

国家电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
司通过道德讲堂不断提高广大员
工的道德修养，同时提高了服务
水平，以德立身，切实做好“你用
电我用心”的服务理念。(戴书展)

为强化财务标准化管理，不断提
升财务集约化，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
公司对会计基础工作进行全面自查
和规范，通过检查找出管理短板，降
低经营风险，促进管理提升。 (杨芳)

7月15日、16日，国网莱西市供电
公司“美丽彩虹□电力管家”服务中
心为确保大客户夏季用电可靠，分
别组织人员深入辖区内大客户开展
用电设备隐患排查。(邢宪蕊)

为确保夏季用电高峰电力有序可靠
供应，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司加强对农
村电网线路通道排查治理，对河道、堤坝
附近的水泥杆、拉线等配网设备进行特
巡，确保农网安全稳定运行。 (赵秀海)

日前，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司开
展“责任止于我，提高执行力”主题活动，
进一步强化“重实际、讲实干、求实效”的
工作作风，正式拉开了公司转变作风、主
动履责、强化执行力建设序幕。(温英杰)

推进财务标准化 排查隐患保供电 排查隐患保供电 强化执行力建设 以德立身 提升服务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化玉
军 ) 出境游将更方便啦。18日，
中国银行日照分行举行出境旅
游合作暨长城环球通EMV信用
卡推介会，详细介绍了出境使用
长城环球通EMV信用卡的方便
快捷。

中国银行长城环球通全币
种EMV信用卡顺势而生。据了
解，持该卡出境消费或者取现，
无论何时、何地、何种货币，中国
银行都将减免1 . 5%跨境交易货
币兑换手续费。优惠力度远超汇
率换算成本。

该卡还采用高科技芯片技
术嵌入卡面，降低了伪冒和欺诈
风险。再配合“交易短信提示”服
务、“挂失零风险”的失卡保障、

“VISA验证VbV”及“万事达卡
SecureCode”网上保安服务等多
种保障，凭卡在世界各地消费或
互联网上购物，加倍安心。中国
银行也提供24小时信用卡全球交
易监测，对于信用卡在异地或境
外发生大额或超非正常交易，中
国银行会立即侦测并第一时间
和卡主确认交易。

另外，EMV信用卡整合长
城环球通的服务平台，存款有
息，透支可享受最长 5 0天免息
期，全球交易单一人民币结算。
该卡白金用户还能享受南航国
际航线优惠，豪华酒店优惠房价
和一些其他消费优惠及消费返
现。

EMV信用卡还开通自动还
款业务，在申请卡片时就可定制
自动还款服务。

中行EMV
信用卡发行

本报7月21日讯(见习记者
赵发宁) 20日上午9点，日照旅游
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万平口景
区执法检查中发现，很多导游在
带团途中不佩戴导游证，而无证
导游也举着小旗，公开地带团。

“根据《旅游法》规定，不佩
戴导游证上岗和不携带电子计
划行程单等行为，分别扣4分和2

分。”旅游监察的一名工作人员
说，导游证有1 0分的分值，如果
扣满 1 0分，需要重新考取导游
证。

“有时候忘戴了，多数是怕证丢
了，补办起来麻烦。”一位姓李的导
游说，对于“罚单”，她表示认可。

执法人员在对导游进行检查
时发现，个别导游连导游证也没
有。“没有取得导游证的人员是不
允许带团的，像这种情况，根据

《旅游法》要罚款2000元。”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旅游监察的工作人员说，在
以往的旅游纠纷中，很多甩团、
甩客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无证导
游身上。“无证导游没有在旅游
局留档，与游客发生纠纷时，就
可能会甩团、甩客。”一监察工作
人员说。

旅游监察部门提醒，在选择
旅行社的时候，一定要看其是否
取得相关资质，导游是否持证上
岗，以免旅行过程中发生不必要
的纠纷。

跟团旅游时
看有无导游证

头条延伸

15岁男孩走失，民警助一家团圆。 见习记者 赵发宁 摄

夏夏令令营营回回来来，，孩孩子子咋咋生生了了疱疱疹疹
五莲十余个家长要求退款，旅行社称是按照部队规矩管理孩子

7 月 21 日，五莲县的徐女士拨打本报热线 8308110 反映，自己
的孩子与21个五莲的孩子一起参加了五莲县海情旅行社组织的前
往青岛的一个“军旅夏令营”，一个星期后回来，家长都发现孩子身
上起了疱疹、痱子等。

五莲县海情旅行社则表示，他们是按照合同办事的，没有违约。

徐女士介绍，孩子放暑假
前夕，她在路上看到了五莲县
海情旅行社的宣传单页。单页
上详细介绍了“军旅夏令营”
的情况，商量之后，徐女士给
儿子报了名，一块报名的还有
儿子的五名同班同学。

孙女士的女儿小阳就是
其中一位。21 日，见到记者后，
10 岁的小阳说，她到青岛的第
二天，“吃晚饭晚时，饭里边有
个丸子，吃了之后感觉有种怪
怪的味道，我就没敢再吃。”

此外，还有孩子反应，他们
吃的米饭感觉像是没煮熟，“咬
都咬不动。”小阳说，而且也没有
宣传单中的独立卫生间，“我们
洗澡都只能用男生的卫生间。”

孙女士说，儿子刚到青岛
的时候睡的床上就在床板上铺
了一个榻榻米垫子，没有床单，
没有枕头，别说空调连个风扇
都没有，“我儿子说直到去之后
第三天才给铺上床单，一个房
间里给了一个风扇，孩子说晚
上热得根本睡不着觉。”

孩子：
吃的饭有怪味，睡的床没床单

五莲另一位家长古女士介
绍，她因为担心孩子，7 月 12 日
那天就去了一趟青岛。

“我开车找到了宣传单页
上的夏令营地点，发现孩子们
没在那，我又给旅行社打电
话，这才找到孩子。但到了那，
一位姓李的教官说孩子们在
吃午饭，不让我见孩子。”古女
士说。

7月13日，孩子们回来了，
“我儿子回来第二天就生疱疹
了，还头疼发烧。”古女士对记
者说，一开始以为是感冒，但
治疗了好几天都没见好转。

这时，孙女士接过话茬，说
自己的女儿小阳回来后告诉
她，在夏令营时，小阳就出现了
发烧、肚子疼等症状。“我们宿
舍一共8个人，总共7人出现肚

子疼等症状。”小阳说，她和其
他三个女孩症状比较严重，在
导游的带领下，“我们打了两天
针，又在宿舍休息了两天，夏令
营基本就结束了。”小阳说。

徐女士的儿子也是如此，
回到家不久，就出现了生疱疹，
长痱子等症状，“我联系了一
下，发现五莲有十多个孩子跟
我儿子情况相似。”

家长们商议后决定，要求
旅行社返还 1980 元团费，并提
供 2013 年 7 月 8 日晚几个女
孩就诊、治疗时的发票和处方
复印件；承担仍在进行治疗的
孩子的医疗费。“若发现孩子
因参加这次夏令营活动而留
下后遗症或其他隐性疾病，我
们有权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一位家长代表说。

家长：

夏令营变换地点，孩子生了疱疹

针对家长们反映的夏令营
期间，孩子们食宿条件艰苦、多
人生病就医等情况，五莲县海情
旅行社负责人厉先生回应称，他
们一切都是按照合同办事的。

“既然是军旅夏令营，那就
得按照部队的规矩要求孩子，部
队有部队的规矩。”厉先生说。

至于为何换夏令营地点，厉
先生则不愿做出回应，而孩子身
上生的疱疹和痱子，厉先生说：

“没有证据表明孩子生病是夏令
营造成的。”

对于家长们要求赔偿等问
题，厉先生又强调说：“我们旅行
社一切都按照合同办事。”

旅行社：

一切按合同办事，没有违约

根据家长出示的一份他们
与海情旅行社签署的《国内旅游
夏令营、学生游客组团合同》，合
同总共只有9款，没有关于孩子
人身安全的保证条款。

同时，很多家长反映，夏令
营在招生期间作出的诸如及时
反馈学生信息、给孩子拍照留
念、住宿条件六菜一汤等问题，
记者也没在合同里面发现类似
的规定。

随后，记者来到了海情旅行

社位于五莲县某商场一楼的营
业厅，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
军旅夏令营线路已经暂停，“部
队有训练计划。”一名工作人员
说。

不过，记者从孩子家长提
供的负责给孩子们训练的教官
QQ空间得知，7月2 7日到8月2

日的第三批夏令营正在招募
中。条件依旧是“中晚餐8菜一
汤 ，住 宿 空 调 电 视 独 立 卫 生
间”。

合同：

无孩子人身安全规定

虽已经回来一星期，但徐女士儿子身上的疱疹仍然比较严重。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清 彭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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