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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热线

网网购购收收到到空空盒盒，，我我的的DDVVDD去去哪哪了了
五莲一市民遇到蹊跷事，淘宝卖家、韵达快递都认为自己无过错

王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盒子内的确是空的。(视频截图)

降降价价近近22000000元元，，利利润润达达最最低低点点
日照油改气市场趋于理性，质监局提醒谨防以次充好

改装费用锐减

无奈辞退工人

12月12日，记者来到位于枣
庄路上的某天燃气改装店。原本
是生意旺季，店里却没有需要改
装的车辆。

老板王全(化名)与改装工人
闲在一旁。王全说，近一个月以
来他们总共改装了不到 20 辆
车，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

“生意不多，原来店里的三
个改装师傅让我辞掉两个。没办
法，两个工人每月的工资就七千
多块钱，改装行业就冬季最火。
今年生意差，节省开支是首要
的。”他说。

临沂人刘先生今年刚在
日照老城区开办了一家天然
气改装厂。他介绍，临沂的油
改气市场已经比较成熟，考
虑到开拓新市场，所以他选
择来日照开店。

“刚来不久么我就遇到降价
潮，日照油改气市场价格一个月
降 200 元，到 11 月份，最低的改
装费用已经降至 2600 元。现在日
照市场和临沂市场的价格基本
持平。”刘先生说。

度过高价时期

价格回归理性

据悉，目前日照市油改气门
店共计 20 家左右。这其中，2012

年5月份至2013年3月，油改气经
营店暴增了有10余家。

其中一家改装店的老板王
先生介绍，他的改装厂去年一年
改装了超过 240 辆车，很多客户
都是经老客户介绍过来的。当时

利润空间较为可观，“综合下来，
去年一年的盈利情况我还是满
意的。”

王先生同时反映，进入 2013

年后，行情普遍不好。“我们这个
行业旺季和淡季分割明显，天气
较冷时行情相对较好。但今年淡
旺季居然没有分别，一样冷清。”

14 日，记者走访了山东路上
多家改装店，了解到现在普通轿
车的改装价格多为 2800 元左右，
而且多个老板表示，价格还可以
再商量，多数老板都能接受 2600

元的价格。
从最初的 4500 元到现在降

到了 2600 元左右，相关业内人士
表示，商家的快速增多使得很多
商家上演价格战。“现在油改气
已经从高利润向低利润发展了，
可以这么说，日照的油改气市场
已经差不多完成洗牌，价格也已
经回归理性了。”

利润空间减少

谨防以次充好

从事油改气多年的夏明(化
名)说，现在很多改装店为了拉
住顾客，不惜降低价格。

“现在 2600 元左右的价格，
利润已经达到最低点，有些改装
店为了降低成本，进一些质量比
较一般的配件，这对我们整个行
业来来说都是一种冲击。”夏明
说，他就见过好几个市民，因为
用了质量一般的设备，导致汽车
出现故障。

17 日下午，记者又联系到了
日照市质监局，一名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国家在检查安装的油改
气系统时，重点检查对象是气
罐，所以导致一些商家便在改装

设备上“开辟捷径”。
据介绍，根据《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条例》的规定，作为压力
容器的车用气瓶必须实行定期
检验。“日照市车用气瓶充装站
RFID充装控制系统已于5月8

日开始使用，只有在质监局登
记注册的车用气瓶才能在加气
站加气。”

据日照市质监局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科的工作人员介绍，当
时来突击注册的“黑户气瓶”就
有 2000 多只。说明这些消费者并
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

日照市胜通管业有限公司
承担着日照市范围内的车载气
瓶的定期检验工作。其工作人员
介绍，自去年 12 月 1 日以来，他
们共检测了气瓶835个，其中有18

个存在安全隐患，依法给予报废
处理。“这些之所以不合格就是
因为车主贪图便宜，没有到正规
地点改装。

“有需要的市民，在油改气
时候，最好选择有资质、口碑比
较好的改装店，以防因商家以次
充好，而遭受利益损失。”该工作
人员说。

公交上丢身份证

好心人给送回家

金饰价今年最低

投资最好选金条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许
妍) 老家在岚山巨峰镇的邵女
士，10月27日在坐公交车时丢失
了自己的身份证，12月15日，在老
家的母亲打来电话说，一位好心
人把她的身份证送回老家了。

邵女士10月份陪父母出去旅
行，10月27日回到日照后，在长途
汽车站把父母送上回岚山老家的
车，自己坐上12路公交车回家。

在公交车上，邵女士迷迷糊
糊地就把身份证丢了。“而且我直
到回到家，才发现身份证丢了，跟
公交公司联系了也没什么结果。”
邵女士说。估计她在车上收拾随
身的挎包时，把装有身份证的小
卡包拿出来了就没再放进去，应
该是那时候掉在车上了。

很快，一个多月过去了，对
于找回身份证，邵女士都不再抱
有希望。就在她想重新办理一张
新的身份证的时候，11月15日，在
岚山老家的母亲打来电话，说有
一个好心人捡到了她的身份证，
根据上面的地址把身份证送回
岚山巨峰镇的老家。

“那个好心人把我的身份证
放在我们村的村委会就离开了，
也没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我就
想亲自跟他说声谢谢。”邵女士
对记者说。据了解，邵女士的老
家离日照市区直线距离接近30

公里，就是开车走最近的路线也
要35公里以上。

“我当时听我妈说有人把身
份证送过去，我都有点不相信，
就那么一个身份证，那位好心人
能够跑那么远的路给我送过去，
我真是十分感谢他，还是好人
多。”邵女士说。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许
妍) 记者近日多次了解后得知，
日照市区的金价自11月以来，整
体继续呈下降趋势，目前商场内
千足金饰品价格已经跌到每克
300元。

记者走访日照市新玛特购
物中心发现，随着国际金价的下
跌，黄金首饰的价格目前已经出
现了新低，香港嘉华珠宝、周大
生、金大福等一线珠宝品牌的千
足金饰品价格都往下调整了。

据介绍，以六福珠宝为例，他
们12月9日千足金饰品价格还是每
克313元，10日价格就变成了306元。

虽然各个金饰专柜的金价
都已降至新低，但是在银座商城
新市区店、新玛特购物中心以及
老庙黄金银楼等店内，记者并未
发现有较大的客流量。老庙黄金
银楼的一位销售人员向记者介
绍：“虽然现在金饰价格较低，但
许多消费者还是持观望态度，我
们的销售量并没有很大的增长，
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相比也没有
明显增加。”

15日，记者在银座商城新市
区店了解到，相比10日的价格，
各品牌千足金价格每克上涨了2

元。老凤祥、金至尊的价格由312

元每克上调至314元每克，六福、
周大福的价格由313元每克上调
至315元每克。

16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
银行日照分行的财富顾问刘智
斌。“黄金饰品并不是一个好的
投资品种，金饰的实际交易成本
费用非常高。市民如果想投资黄
金还是应该选择金条等专门的
黄金产品。现在很多市民也都已
经了解到这一点。”刘智斌说。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清

降价导致利润降低，日照油改气市场目前正面临洗牌。

记者最近走访发现，日照油改气市场比较冷淡，自去年中旬
以来，油改气价格已由 4500 元左右降至 2600 元。一些改装点不
得不辞退改装工人，以减少成本支出。

价格降低导致商家利润降低，相关部门和业内人士提醒市
民，谨防不良商家以次充好。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彭
彦伟) 五莲的王先生从网上购
买了一个DVD，结果收到的却是
一个空盒子，王先生联系了卖
家，卖家称可以提供DVD机装箱
时候的视频，而韵达快递则表
示，包装盒完整，应该不是物流
的问题。

包装完整无损

盒内空空如也

17日，记者采访了王先生，
他说，11月初的时候他在网上花
不到三百元购买了一台DVD，11

月9日收到了货物，由于当时正
值中午下班时间，快递员在王先
生的允许下将快件放到了单位
门卫室里。

当他下午回到单位时发现，
装DVD的盒子是一个长方形盒
子，但盒子却非常轻，基本没有
重量。“正常来说DVD肯定会有
一定重量。”王先生说。

为保险起见，整个拆盒过程
王先生都录了像。结果打开一
看，里边果然是一个空盒子。记
者从王先生提供的视频中发现，
该长方形盒子用红色胶带封着，
并没有明显破损的痕迹，打开后
里边只有一个白色气垫。

“我们每次快递都放在这

里，肯定不会有问题，而且我拿
的时候包装完好。”王先生说。

王先生首先咨询了卖家，卖
家称可以提供发货的视频，以证
明将DVD装进了包装盒内。随后
王先生打电话咨询了当时给他
送快递的韵达快递工作人员，

“那个工作人员当时也承认他送
件的时候，盒子非常轻。”

随后，王先生又多次拨打
韵达的客服电话，但也一直没
有解决。

卖家和快递

各有各的理

17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了
位于深圳的卖家，卖家介绍他们
每次发货都是物流工作人员打
包装货，然后双方都会称重，“我
们有仓库发货的视频，完全可以
提供我们发货的时候是没问题
的。”该工作人员说。

记者又联系当时给王先生
送快件的秦先生，秦先生表示该
事情已经往上反映过，并表示自
己并不知情。

记者联系了韵达日照地区
一负责人，该负责人向记者要
去了王先生的货物号以及手机
号并表示很快查询，可下午记
者多次给该负责人打电话，但

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短信
也没人回。

记者又联系了王先生，王
先生说，17日中午有位韵达工
作人员联系过他，并告诉他这
种情况需要联系淘宝，“他们说
如果包装完整的话不会是他们
的责任。”

快递称重显示

收件时1 .5公斤

17日下午，记者拨通了韵达
快递总部的电话，一客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他们接收到快件的

时候快件重量为1 .5千克。
“我们只能显示发往第一

级公司的重量，其后的一些中
转站货物重量他们就没法显
示，只能具体查每个中转站。”
该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该快件从深圳总公
司发到深圳区分公司后将直达
山东青岛，随后经潍坊中转站后
再送往日照。该工作人员介绍，
到每一个中转站都会称重。

同时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个
件他们已经有记录，正在处理
中，对于其它事宜不愿多谈。

对于此事本报将继续关注。

DVD机被装在一个长方形盒子里面，王先生收到盒子的时候，发现盒子非常轻，基本没有重量。为了保险起见，
王先生用手机把拆盒子的全程记录了下来，结果发现，盒子里除了一个防撞防碰的气垫外，并没有DVD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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