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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本报联合省地矿五院鉴定中心服务消费者，3月14日至3月16日———

免免费费为为您您检检测测翡翡翠翠珠珠宝宝玉玉石石
本报泰安3月12日讯(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张荣霞) 为
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和认识珠宝
玉石，保护消费者购买珠宝玉
石的信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本报联合省地矿五院鉴定
中心举办翡翠珠宝玉石免费检
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为期 3

天，从3月14日起到16日结束(上
午8：30—11：30，下午14：00—17：
00)，检测地点设在：泰安市长城
路北首山东地矿大厦(美若山水
酒店)二楼。即日起，市民可根据
需求提前预约。

珠宝首饰品类繁多，品质
参差不齐，消费者常会担心购
买的珠宝首饰是否物有所值。
省地矿五院工作人员提醒，珠
宝玉石市场品质良莠不齐，以
次充好、以假乱真现象屡见不
鲜，消费者最好选择品质信誉
过硬的商家。“目前市场上染色
充胶、以次充好的玉石不少，优
化处理方式层出不穷，仅靠肉
眼和经验很难辨别，普通消费
者要想分辨清楚难度较大。”

工作人员说，消费者最好
学习一些珠宝首饰鉴定常识。
如针对深受广大消费者钟情的
翡翠，首先要鉴定原料的真假，
然后从颜色、质地、石花、翠性、

脏黑和琢型等方面认真挑选，
方能买到称心的翡翠饰品。而

对于钻石类饰品，必须借助仪
器进行鉴定。“大部分珠宝玉石

的材质，仅靠肉眼不好辨别，消
费者购买时，一定要索要标有
国家认证标志的鉴定证书，并
确认证书与所购买商品一一对
应性。这样的话，一旦出现质量
问题，也有维权的依据。”

您身边是否有朋友喜欢珠
宝玉石，却苦于没地方鉴定；亲
朋好友送您一副玉石类首饰，
却不知道真正价值；佩戴多年
的钻戒，是否真的物有所值。即
刻开始，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手
中翡翠珠宝玉石的品质及真
假，就可以拨打本报记者电话
18653881173，进行预约检测。

本报泰安3月12日讯 (记者
张伟 通讯员 陈超 ) 近日，岱
岳区工商局接到市民投诉，购买
的面包虽然在保质期内，却已经
发霉变质，市民与商家维权时发
生争吵。工商部门现场核查发现，
面包发霉变质是因为存放在空调
出风口所致。

近日，市民李先生在接孩子
放学回家的路上，顺路在岱岳区
某蛋糕店花13 . 5元购买一个面包。
回家后，孩子迫不及待地要打开
吃，但打开包装后，李先生傻了
眼，面包上居然长满一层霉斑，已
发霉变质。李先生怀疑买到的是
过期食品，但拿起包装袋仔细查
看，上面标明保质期为 7天，当时
并没有出保质期。

李先生到蛋糕店讨说法，要求
更换新面包。蛋糕店工作人员查看
产品相关情况和购物小票后，承认
工作失误。由于李先生当时正在气
头上，言语有些过激，还没说几句
话，就和商家吵了起来。

岱岳区工商局工作人员调查
后发现，该款面包保质期常温下
为 7天，而蛋糕店在存放时，将面
包放在空调出风口，连续几天的
空调热风，使得面包在有效期内
发生霉变。

事实清楚后，工作人员一边
安抚李先生情绪，一边要求蛋糕
店按照食品流通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做好食物的保存和销售记录。
经最终调解，蛋糕店负责人向李
先生当面道歉，并给了200元赔偿。
鉴于商家是初次因工作失误而造
成的食品过期，且认错态度较好，
工商部门责令其现场改正后，免
于其他形式的处罚。

还在保质期内

面包发霉变质

市地税泰山分局泰前
所坚持“五个到位”，把宣
传引导、调研座谈、务实创
新、建章立制作为前提基
础，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

一是思想认识到位。
泰前所被市局确定为分
局唯一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联系点，体现的
是荣誉，更是责任。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中央、省、市局的一系列
重要会议精神，深入领会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提
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搞
好教育实践活动的责任
感、紧迫感，增强自觉性、
坚定性。

二是组织领导到位。
所里成立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落实责任，坚持领
导带头、率先垂范。制定专
题学习配档表，组织全体
党员采取集中辅导、学习
交流和个人自学等多种形
式、确保学习时间、内容、
人员、效果“四落实”。

三是工作创新到位。
在做好市、分局确定的一
些“规定动作”的同时，从
实际出发，突出泰前所特
色，探索务实管用的载体，
创造性地做好“自选动
作”，推行“一线工作法”，

“重点企业特色服务”、“小
微企业送政策上门”等系
列服务组合。

四是宣传引导到位。

充分借助报刊、电子显示
屏、公告栏和《活动简报》
等宣传阵地，宣传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重要精神和决策部署，及
时总结支部宣传教育实
践活动的工作进展和实
际成效，宣传活动中的好
经验、好做法，营造浓厚
氛围，推动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五是工作结合到位。
把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与
做好当前税收各项工作
结合起来，把教育实践活
动成效体现到转变职能，
更好为纳税人服务，实现
教育活动和税收工作两
不误、两促进、两提高。

(肖江东 张士林)

泰前地税所“五到位”扎实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支持单位：泰安市消协 泰安市工商局

山东省第五地质矿产勘查
院实验室宝玉石鉴定中心，经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设
立，是泰城唯一一家宝玉石研
发和鉴定中心。该中心拥有10

多名珠宝玉石鉴定专家，配备
国际一流的珠宝玉石检验检测
设备。秉承科学、准确、公正的
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检测标准
和程序，为顾客提供公正、权威
的检测报告；对泰山玉的鉴定
尤为专业。

相关链接

工作人员正在鉴定玉石手镯。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近50位市民反映存款“变”保险老纠纷，银监部门表示———

银银行行和和保保险险公公司司应应协协调调解解决决

自本报开通3·15金融维权热
线来，存款“变”保险占投诉量的
近一半。银监部门表示，纠纷发生
原因有银行自身销售规范缺失、
消费者未明确产品情况等。银监
部门在2010年已禁止保险公司驻
银行销售行为，下一步，还将加大
规范银行代理保险销售行为。

存款“存”成保险

超八成是中老年人

“在银行存钱，怎么就变成保
险了，这下该怎么办？”12日，家住
东湖路的吴女士反映，2007年她
去一家国有银行网点存款时，将
一笔10万元存款存成保险，直到
今年2月份去取钱才发现“上当”。
本报金融维权热线开通以来，已
经有近50名市民反映类似问题。
根据对反映问题的统计，超过40

位市民年龄都在55岁以上，占到
八成以上。

在反映问题的中老年人群体
中，有超过一半的消费者，因为金

融知识的缺乏并不清楚购买保险
的具体情况。

达不到预期收益

超半数人不满

在本报接到的关于存款“变”
保险的投诉中，投诉原因基本分
为银行和保险人员混作一类、故
意混淆保险和存款、达不到宣传
预期收益、混淆交费期和保期、先
存款签字后给保单、分红情况不
及时送达、未说明退保违约金等，
其中，预期收益未达到、保期混乱
和违约金问题为主要反映原因。

根据近两周来本报接到的存
款“变”保险情况统计，银行和保
险人员混作一类情况的，有20例，
故意混淆保险和存款情况有1 7

例；达不到宣传预期收益的多达
32例；混淆交费期和保期的15例；
先存款签字后给保单的10例；分
红情况不及时送达的8例；未说明
退保违约金的6例。部分消费者遇
到多种上述情况。

买房买车、参加教育
培训、就餐、旅游、享受银
行金融服务……，您是否
碰到过消费维权中“憋
屈”的事儿？您遭遇侵权
是忍气吞声？还是面对某
些“霸王条款”无能为力？
您在消费中遇到欺骗、不
满、不公或者发现商家任
何违法违规行为，都可拨
打本报热线 6 9 8 2 1 1 0反
映，我们会及时将信息总
结反馈给有关部门，帮助
您维护合法权益。

天天3·15

我们一起维权

如此多的存款“变”保险
问题集中出现，原因到底有哪
些？12日，泰安银监分局工作
人员表示，这类问题多发生在
2010年银监部门规范保险公司
驻银行网点销售保险之前，随
着监管规范逐步完善，正逐渐
消失。银行在销售中的不规范
操作、消费者金融知识的缺乏
等，都是原因之一。

泰安银监分局工作人员
介绍，去年以来，银监部门也
陆续接到一些消费者反映，
到银行存款时被推荐购买保
险，到期出现收益不佳等问
题。该问题集中出现，主要是
2008年至2009年所购买的的
五年期保险在去年和今年到
期，消费者支取本金、红利时
感到不满，发现了问题。

银监部门从 2 0 0 8年至

今，已经针对该问题多次发
文，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
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问
题。目前，泰城所有银行网点
都不允许驻点销售。

根据目前产生的一些消
费者投诉，银监部门表示，大
部分投诉主要牵扯到证据提
供问题。如消费者认为银行
隐瞒风险、夸大收益，但多为
口头承诺拿不住证据。因此，
多数投诉属于纠纷问题，监
管部门只能协调银行、保险
公司等相关机构，为消费者
争取解决问题。

泰安银监分局工作人员
表示，2013年，银监分局曾拉网
式暗访银行代销保险问题。此
外，消费者没有认清自身风险
投资偏好、缺乏金融知识等因
素，也是问题产生的原因。

银监部门：

问题多发于2008年至2009年

将协调相关机构解决

本报记者 赵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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