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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称往临沂快递了两个苹果ipad，结果遇到怪事———

快快递递苹苹果果iippaadd，，成成了了44个个真真苹苹果果

收到真苹果拒绝签收

市民张先生是烟台一家公
司的职员，因工作关系，需要经
常向临沂公司快递苹果电子产
品。

“快递两个苹果迷你ipad，
结果收件人却收到4个苹果。”
张先生说，21日他通过申通快
递往外快递，发生了意外，临沂
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商品不符
后，当着送件员的面拒绝签收。

根据张先生所发快递单号
查询，可以看到21日下午5点13

分，山东烟台公司已收件，下午
6点23分，快件到达山东烟台航
空部，下午6点45分，快件发往
山东临沂中转部。22日11点35

分，快件到达山东临沂公司，22

日晚上7点03分，因客户拒收，
进行疑难件扫描。

随后，记者联系上快递的
收件人王先生。他说，大概是22

日下午2点在店内收到快件，外
包装没有破损，觉得胶带有二
次包装的痕迹。

快递员并未开箱验视

张先生说，他是21日下午
去送的件，当时快递员说不方
便上门取件，他就自己去送的
件，由于经常发快递，他手头有
申通快递的快递单，当着同事
面进行了包装。

张先生的同事赵先生说，
当时封装的确实是两个苹果迷
你ipad。下午4点30分，他和张先
生一起下楼，走到振华商厦西7

门附近，两人分开，张先生独自
去送的件。“由于当时已经封装
好，快递员提出打开看看。”张
先生说不用看了，对方没再坚
持就收件了。

随后，记者联系上当时收
件的女快递员。这名女快递员
说，她当时提出查验，但对方没

有让看。由于对方说里面是苹
果产品，因为价值较大，她提出
是否进行保价，并说明了未保
价快件如果出现问题，只能按
照邮费的5倍进行赔偿。

张先生说，由于保价费用
较高，此前公司快递时通通没
进行保价，这次也没有。由于女
快递员未当场开箱验视，无法
得知当时箱子内装的是否是苹
果迷你ipad。

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申
通快递临沂公司，客服经理王
女士称，快件到达临沂后，按照
操作规程进行了处理，收件人
拒绝签收，需要联系发件的烟
台公司进行处理。

随后，记者致电申通快递
烟台公司，负责人王女士说，当
时收件的快递员没有开箱验
视，存在操作失当。王女士说，

当时快件收寄的时候称重是
1 . 25千克，临沂的收件人拒绝
签收的快件也是1 . 25千克。“两
个苹果迷你ipad加上包装箱也
差不多是这个重量。”张先生的
同事赵先生说。

王女士说，从快件的跟踪
记录情况来看，没有异常情况。
假设从中途掉包，恰好找四个
重1 . 25千克的苹果，在时间上
也不允许。

王女士说，由于张先生邮
寄的快件未进行保价，申通公
司会按照5倍的邮费进行赔偿。
张先生也可以报警，通过司法
途径解决，快递公司会全力配
合。王女士称，如果申通公司方
面有责任，一定会承担。

针对此事，记者咨询了烟
台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一工
作人员称，张先生可以通过
12305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专用
特服号码进行反映，邮政管理
部门会进行受理解决。

本报记者 王永军

12月21日，市民张先生称发往临沂两个苹
果迷你ipad，结果成了4个真苹果。由于当时快
递员未进行开箱验视，问题出在哪扑朔迷离。
发件的申通快递烟台公司称会按照邮费5倍进
行赔偿，张先生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快
递公司会全力配合。

办一胎生育证被拒

市民告赢计生部门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贺静静) 牟

平区再婚的张某到当地计生部门
办理生育证明时，却被告知婚前
已育有一子无法办理，最后张某
以头胎为非亲生为由对计生部门
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据张某介绍，他与前妻杨某
在2008年8月登记结婚，2009年1月
杨某生育一子。后张某与杨某于
2009年离婚，在离婚协议中，双方
均认可张某非儿子生父。

2012年3月，张某与王某结婚，
双方均属于再婚，而且王某再婚
前未曾生育。在领取生育证时，当
地计生部门告知二人，因张某与
前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生育一
子，只能发给二胎生育证。

张某将前妻之子诉至法院，
请求确认双方之间不存在亲子关
系。张某前妻认为张某所诉属实，
离婚民事调解书中已提到张某与
孩子不存在亲子关系，也不同意
做亲子鉴定。法院最终判决确认
双方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张某再次找到计生部门，计
生部门则以确认是否存在亲子关
系，必须经亲子鉴定程序，法院依
据当事人的自认即判决确认不存
在亲子关系缺乏科学依据为由，
仍拒绝办理第一胎生育证，并为
其办理了二胎生育证。于是，张某
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与张
某再婚前从未生育，属于不争的
事实，杨某所生之子与张某之间
不存在亲子关系，系人民法院生
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因此，张某
与王某再婚时，双方均未曾生育，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生
部门应为二人办理第一胎生育
证。

最后，计生部门收回了为张
某二人办理的二胎生育证，为二
人办理了一胎生育证。

男子开套牌车

专砸车窗盗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王婷婷) 23

岁男子李某为吃喝玩乐，多次砸车
窗玻璃盗窃，目前李某已被刑拘。

12月份，望海派出所接到报案
称，停放在小区周边的车玻璃被砸
碎，财物被盗。民警顺线追踪，经过
多天奋战，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李某
抓获。

原来，李某是名无业游民，为
满足吃喝玩乐的需要，采用弹弓弹
射钢珠的手段，专门砸车玻璃盗窃
车内烟、酒及导航等物品。目前，案
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2013年秋检工作

圆满完成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华) 截至

12月26日，历时三个多月的莱州市
供电公司2013年秋检工作已顺利
圆满完成。通过各项举措，使此次
秋检工作取得了实效。

国网莱州供电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合同还没到期，
租的仓库突然被贴了封条，机器
设备、材料都在里头”24日早上8

点，烟台屹林实业有限公司的仓
库被贴了封条，封条上写着：芝
罘区国有土地房屋征用中心。

26日，记者来到该仓库大
院，只见大门上贴着两个封条，
里面的厂房也贴着封条。“不知
为何突然被贴封条，也不事先
通知我们？”租户蓝永良告诉记
者，24日早上来上班，发现被贴
了封条，大门的锁、各个厂房和
仓库的锁都被换了。

三位租户介绍，他们租这
个仓库已经很长时间了，最长
的有12年，而且签的租赁协议
都不到期。“租金、电费都按时
交纳，我们的东西都在里头，正

常的工作也干不成。”租户王中
华很郁闷。三位租户联系了仓
库的产权人烟台屹林实业有限
公司，但电话一直没人接。

芝罘区住建局国有土地房
屋征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一片已列入规划范围，准备
建安置房等，事先已对产权人
下过通知，至于产权人烟台屹
林实业有限公司未及时告知租
户，并未及时解约，这属于租赁
之间的关系。

随后，记者咨询了芝罘区信
访局，工作人员表示，房屋征收
中心属于正常工作，烟台屹林实
业有限公司未提前与租户解除
合同，属于经济纠纷，建议三位
租户起诉烟台屹林实业有限公
司，将提前违约的补偿金、因违
约造成的效益损失等给予赔偿。

三位租户表示，该仓库产
权人烟台屹林实业有限公司
从未说过仓库已被规划的事
情。“大概11月份，屹林老总说
租金有点低，想整体租出去，
我们还说大不了我们加租
金。”

“转了一大圈才知道是因
为规划、拆迁的原因。”租户唐
国勇说，如果是国家政策问
题，只要提前通知，租户会支
持，“问题是屹林实业有限公
司压根就没提过。”

目前，三位租户准备走法
律途径，起诉烟台屹林实业有
限公司。

据介绍，该仓库有七八亩

地，每个人租的面积在几百平
米以上，其中蓝永良租的时间
最长，面积最大，加起来共七
八百平米，盖了很多建筑，而
王中华和唐国勇分别对厂房
进行了装修装饰，据王中华介
绍，他的装修费就高达13万。

但由于三位租户租期长，
分别在仓库内搭建了许多厂
房、货台、储藏室等建筑，并且
还有许多装饰装修，这一部分
的补偿在他们与烟台屹林实
业有限公司的租赁合同中并
没有体现，因此，关于具体赔
偿多少还得通过协商或打官
司。

本报记者 张倩倩

合合同同没没到到期期，，仓仓库库被被贴贴封封条条
仓库面临拆迁，产权人没有提前与租户解约

三位租户准备走法律程序

12月25日下午，烟台市公
安局为2013年度退休的8名民
警举行退休仪式，近百人参加
活动。这是烟台市首次举行民
警退休仪式，为退休民警和战
友回顾过去，畅想未来搭建了
平台，这在烟台市直机关尚属
首创。

仪式上，参加活动人员观
看了《我的从警岁月》退休民
警从警生涯视频集锦。退休民
警代表回顾了工作历程和感
受，表达对公安工作和组织的
情感、对单位和同事的期望和
祝愿。

通讯员 马红军 本报
记者 侯艳艳 摄影报道

身披红花

8民警退休

临沂市民王先生收到的快件是4个苹果。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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