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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万万元元汇汇票票快快递递袋袋中中遗遗失失
快递员私拆邮件所致，双方因此起纠纷

临邑>>

6次暗访公车私用

三三无无小小区区搭搭车车收收费费惹惹居居民民议议论论
居委会称为了方便日后管理

禹城>>

液化气价格下调

查处41起涉牌涉证违法 整改千处各类火患

县域快讯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孟宪雷) “你单位上报的
拟封存公车存在外出现象，请调查
核实后于两日内上报调查处理情
况。”国庆节后一上班，临邑县纪委
针对国庆期间巡查发现的公车私用
线索，向责任单位下发了督办单。

为有效杜绝公车私用问题，国
庆节前，临邑县纪委要求全县各级
各单位对节日期间拟封存和使用的
公车进行上报，县纪委对上报车辆
进行备案，并作为明查暗访的参照
和依据。

节日期间，县纪委成立两个督
查组，不定期对全县范围内各大酒
店、旅游景点、购物商场、农家乐和
大型活动现场等进行巡查暗访，对
发现的违规使用公车问题，县纪委
及时向责任单位下发督办单，督促
单位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国
庆节期间，县纪委共巡查暗访6次，
发现疑似公车私用线索3条。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张延宁
通讯员 邱晓云) 受前期成品油

价格下调影响，禹城罐装液化气价
格出现下降。监测数据显示，10月8

日，禹城市罐装液化气(10公斤每罐
下同)70 . 00元/罐，比9月30日的72 . 00

元 /罐，下降 2 . 7 8 % ，月环比下降
4 . 11%；比去年同期上涨2 . 94%。

罐装液化气价格出现下降主要
是受成品油价格持续下调影响。而
且市场供求相对充足，进气价格略
有回落影响，也使罐装液化气价格
下滑。此外，天然气普及，市民用气
量减少，对液化气的需求有所减少。

预计，罐装液化气价格短期内
将保持稳定，如果后期成品油价格
上涨或下降，也不排除罐装液化气
继续调整的可能。

目不忍睹 10月8日，在三八路运河桥西侧，新修的道路变成了“购物广场”，由于桥梁一直未正式通车，背街
处遗留的许多垃圾被搁置，附近市民称新路变成垃圾场，令人目不忍睹。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徐
良) “业主委员会还没为居民
办什么事呢，就要搭自来水改
造的车收100元物业费。”家住
天衢小区的田先生质疑居委
会借业委会之名搭车收费。胜
利社区居委会王书记称，预收
物业费是为方便日后管理。

9月29日，天衢小区居民
收到一份来自天衢小区业主
委员会的告知书。10月8日上

午，记者在这份告知书上看
到，因该小区将要进行自来
水改造，需要每户缴1900元
的改造费，另外业主需预缴
100元的物业管理费。“告知
书 上 没 有 业 主 委 员 会 的 公
章，我们从来未收到过任何关
于成立业主委员会的通知，也
不知道业主委员会在哪里办
公，现在却被告知缴物业费，
我感觉不合理。”田先生说，自

己没有参加过业主委员选举，
他认为业主委员会代表不了
全体业主的意志，并称现在的
收费是居委会搭车敛财。

8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天
衢小区所属的胜利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走访的时候居
民不在家，另外居民不注意看
张贴在楼道的公示，这造成了
居民对业主委员会的误会。”
胜利社区居委会书记王女士

告诉记者，天衢小区从上世纪
90年代初建开始就是三无小
区，自来水管道滴漏成为居民
反映的重点问题，现依居民要
求进行改造，按照自来水公司
报价每户需缴1900元改造费，
为方便改造之后的管理，小区
在房管局备案成立业主委员
会，日后小区实行业主自治，
预交100元物业费是为了方便
改造后的管理。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肖华荣) 10月8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获悉，“十一”小长假期间，德州
交警针对假牌假证、套牌等违
法行为进行了专项整治，41起

“涉牌涉证”违法行为被查。
据了解，全市交警部门积

极会同多部门建立联运机制，
根据涉牌车辆上路行驶的规律
和特点，发挥智能交通管理系
统科技优势，加大警力投入积

极布控，加大对重点时段、重点
路段和重点车辆的检查力度。
同时，对公共停车场、居民小区
等区域进行集中清查，主动发
现涉牌涉证违法车辆。

截至目前，全市交警共查
获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
10起，伪造、变造或使用机动车
号牌违法行为20起，伪造、变造
或使用驾驶证违法行为10起，
使用其他车辆号牌违法行为1
起，有效净化了道路交通环境。

假日资讯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张英

峰 邱香奇 ) 7天的国庆
节长假已经结束，10月1日
至10月7日，全市消防部队
共接警42起，出动车辆78辆
次，出动警力433人，整改火
灾隐患1055处，没有发生人
员伤亡事故。

国庆节期间，市消防支
队严格落实执勤备战制度，
加强演练，对易发生火灾的

人员密集的重点场所、重点
部位加强现场巡逻监护，随
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同
时，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共检查单位832家，发现
火灾隐患1442处，整改火灾
隐患1055处。另外，组织消
防官兵、消防志愿者深入商
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
展宣传活动和消防检查，共
组织消防宣传36次，发放宣
传资料3 . 3万份。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
明婧) 亲自封好的邮件，到了
收件人手里时却少了东西。9
月28日，刘先生将10万元银行
承兑汇票邮寄至济南分公司，
但当天下午分公司收到的邮
件中汇票不翼而飞，因还款延
期，刘先生被罚1万元。顺丰快
递的工作人员称当天下雨，快
递员拆开邮件换快递袋时，不
慎将汇票遗落。

刘先生在德州一家家电
商场工作，9月28日上午11点
左右，他将一张10万元银行承
兑汇票寄往济南分公司。按照
分公司的规定，每月28日是最
后的还款期限，逾期将被处

罚。对此，刘先生选择了当日
就能送达的顺丰快递，他将汇
票用一张16k宣传单页对折包
裹，亲自封好了快递袋。但当
天下午5点多，刘先生接到了
济南分公司的电话，“快件里
只有宣传单，没有汇票。”

随后，刘先生和济南分公
司分别与两地的顺丰快递取
得联系，寻找不翼而飞的汇
票。德州顺丰快递的工作人员
承认，当天因下雨打湿了邮
件，快递员将邮件拆开后重换
快递袋，落下了汇票。28日晚
10点多，快递员找回了汇票，
刘先生当晚拿回汇票后，第二
天一早开车送到济南分公司。

“被分公司罚了1万块钱，
还 有 往 返 济 南 送 汇 票 的 车
费。”由于还款时间延期，刘先
生被公司罚款，对于快递员私
拆邮件的行为他表示不能理
解，希望能挽回损失。

对此，德州市顺丰快递负
责该片区的一吕姓工作人员
说，投递员是因下雨打湿了邮
件，担心损坏邮件才拆封的，
他们愿意承担发件人往返济
南的路费，但对于发件人1万
元的罚款，他们表示不能接
受。该工作人员说，具体的赔
偿事宜需要济南区出面协商，
事发时适逢国庆假期，需要在
8日以后才能协商。

“快递员私拆邮件属于侵
权。”德州市明镜法律事务所
律师宁耀华称，无论什么情
况，快递员在没有征求发件
人同意的情况下拆开邮件，属
于侵权行为，其中又因工作
失误造成发件人的损失，发
件 人 可 以 要 求 快 递 公 司 赔
偿。对于赔偿数额，双方可按
约定赔偿，如果没有事先约
定，律师认为需要过错归责，
如果刘先生所属的公司罚款
制度是合法的话，快递公司
需要赔偿全部损失；如果罚
款制度与劳动法冲突，或者
程序不合法等，双方可协商
进行解决。

德城>>

整治非法打疫苗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王乐伟)

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疫苗接种安
全，近日，德城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以打击非法接
种疫苗为重点的专项整治活动，此
次活动共检查医疗机构150余家。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疫苗流
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明确规
定，经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
依照本条例规定指定的医疗卫生
机构才能承担预防接种工作。此次
检查过程中，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
对未经依法认定的诊所私自进购
并为群众接种流感疫苗的行为进
行了监督检查，还对医疗机构宣传
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的相
关规定及要求。

据了解，此次共检查医疗机构
15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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