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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高高档档餐餐饮饮场场所所常常见见最最低低消消费费
11月1日起有最低消费最高罚3万，餐馆担心取消后“划不来”

本报10月14日讯(见习记者 付
磊君) 下月起，如果餐厅中还有对
消费者“最低消费”的限制，将面临
最高3万元的罚单。虽然“最低消费”
取缔在即，但是记者调查发现，滨州
不少规模较大、档次较高的餐馆设
置最低消费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餐馆、酒店设置“最低消费”此
前一直是餐饮行业的顽疾，虽然饱
受诟病，却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餐饮修理业价格行为规则》中并
无针对性条款而始终为部分商家所
采用。根据近日商务部和国家发改
委联合发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
法》，餐饮经营者被禁止设置“包房
最低消费”、“禁止自带酒水”等一直
被消费者诟病的霸王条款，如果餐
饮企业违反规定，将面临最高3万元
的罚款。《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从

11月1日起生效。禁设“最低消费”，
消费者自然是拍手称快，但是商家
也有一肚子的苦水。

记者来到市区渤海国际一家餐
厅，一名顾客抱怨说，“我们来这里
想点几个菜，和朋友聊聊天，谁知服
务人员进来说，包厢最低消费98元，
免两小时房费，两小时之后重新计
费。”这家餐厅的前台工作人员称，
包厢所占空间较大，环境好，如果没
有最低的用餐标准，人少的话，吃的
也少，商家划不来。

黄河八路渤海十路一家餐厅的
酒店经理害怕出现极端的情况：“比
如只有一个人用餐，点了一个菜，却
要占个大包厢，吃上几个小时，当然
让人头疼。如果不设置最低消费，出
现这种问题，我们酒店还怎么经营
下去？”

市民刘先生说，取缔“最低消
费”保护消费者权益固然是好，但
他担心商家会通过其它方式找平
衡，“比如增加点服务费或者茶位
之类的费用，它有没有什么合理的
地方，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市民也
不清楚这些啊。希望相关部门加强
监管，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

根据《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给
出的相关处理措施，对于餐饮经营
者违反行为，商务主管部门可提请
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没有规定的，由
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中
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
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
违法所得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
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消费者如遇“霸王条款”也可
以直接拨打12315举报。 包厢最低消费。（资料图）

滨医附院联合市食药监局举行安全用药活动

网网购购化化妆妆品品易易引引起起不不良良反反应应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张牟幸子 通讯员 徐彬 )
15日上午，在滨医附院门诊大
厅内，滨医附院药学部联合市
食药监局共同举办了安全用
药现场咨询活动，除了咨询保
健品及日常用药问题外，还有
部分患者关注了化妆品的不
良反应问题。

现在很多女性喜欢网购
化妆品，在公共社交软件微信
上也有很多人在代理卖化妆
品。近日，一名20多岁的女孩
子就因为使用了网购化妆品
套装，导致面部红肿，来到滨
医附院就诊。滨医附院药学部

不良反应监测室的医生告诉
记者，这个女孩子也把使用的
化妆品拿来了，上面全是英
文，一个汉字都没有，“而且她
网购的这个化妆品连正规的
生产批号等都没有，可以说是
三无产品，这种化妆品网上太
多了，都打着进口的旗号，但
是大多是一些杂牌子”。

这名患者的情况并不是
个例。医生介绍，现在接到这
种因为使用网购化妆品导致
面部过敏等症状的患者特别
多，都是一些女孩子，使用的
产品也大多是网购的爽肤水、
乳液一类。

记者在一些购买网站搜索
了一下，发现销售进口化妆品
的网店很多，大多以从韩国、泰
国、法国等进口的名义销售，价
格也从几百元到几十元不等，
产品介绍的主要功效大多为美
白、祛斑、祛痘等，有的化妆品
月销量能达到上千套。

市市药监局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这类网购产品一旦出
现问题，消费者很难维权，所
以我们经常建议市民不要网
购药品等产品，购买这些东西
还是要去正规的商场及药店，
并索要正规发票，一旦出现问
题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目前，滨州市已经启动化
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在三
级医疗机构和各县市区设立
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哨点机
构。滨医附院也已经在全院建
立了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网
络，如果市民在使用化妆品出
现不适后，可以携带相关化妆
品和化妆品包装材料等物品，
去滨医附院药学部不良反应
监测室、皮肤科门诊或病房进
行咨询诊治。同时，按照自愿
原则进行斑贴试验等检查项
目，并向医生提供详细地事件
经过信息，由医生上报不良反
应案例的信息。

市特校成立毕业生联盟并召开首届针灸推拿研讨会

毕毕业业生生按按摩摩一一流流收收入入却却很很低低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谭正正 通讯员 宋美 ) 15
日是第 3 1届国际盲人节，当
天，滨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隆重
举行了毕业生联盟成立与针
灸推拿专业研讨会，该校推拿
按摩专业毕业的60余人有40
多人返校参会。与会人员针对
如何做好毕业生按摩工作、在
校生实习等问题作了探讨，尤
其是当下毕业生按摩工作中
存在的技术一流收入却很低
的问题。

该校已经送走了五届毕
业生，由于毕业生就业面相对
较窄，大部分毕业生都从事盲
人按摩的职业，此次毕业生联
盟成立主要是为毕业生的共
同交流与发展搭建一个平台，
从而更好地发挥实训基地在
专业教学与毕业生服务之间
的桥梁作用。该校校长闫惠生
说，毕业生联盟一方面通过毕
业生工作情况的反馈来为学
校专业的发展提供信息，同时
能够为在校的学生提供好的

工作岗位，将毕业生与在校生
结合起来，打造滨州盲人按摩
的一流团队。

推拿按摩专业的老师高
旭东谈到，目前学校的毕业生
大部分集中到滨州各个地方，
也有在河北、德州等地的，然
而与高档的足疗按摩店相比，
学校的毕业生的按摩技术在
滨州可以说是专业的、一流
的，然而收入却很低。他举例
说，高档按摩店按摩一次可能
会破百，然而学校的毕业生开

的按摩店技术虽然到位，但是
价格仅有二十元甚至十元。

研讨会一直认为，价格低
的原因还有综合服务不到位、
店内装修简陋等。为了更好地
打造与毕业生工作劳动付出
相适应的按摩团队，参会人员
认为除了工作认真，按摩时间
到位，要讲职业道德之外，毕
业生之间更应该联合起来，相
互支持和帮助，在未来不排除
联合经营大型专业按摩店的
可能。

要要交交取取暖暖费费，，先先交交改改造造费费
黄河家园2区捆绑收取引居民质疑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刘
哲 见习记者 王芳 ) 得知
2014-2015年供暖季的取暖费
开始收取的消息后，家住黄河
家园2区的刘先生马上来到小
区物业管理处缴纳取暖费，却
被告知要交取暖费，必须先交
1700多元的其他费用，让刘先
生感到非常疑惑。

在询问小区物业管理处工
作人员后得知，这些费用包括
今年以来的物业管理费和供热
计量及节能改造费用。由于对
这些费用存在疑问，刘先生打
算先交上今年的取暖费，但小
区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刘先生不先交上上述几项

费用，取暖费也将不予收取。与
刘先生一样，黄河家园的其他
业主也对突然产生的这几项费
用产生了疑问，很多业主不想
交这部分费用，导致取暖费也
无法缴纳。

刘先生于2004年入住黄河
家园，他说，房子当初修建时就
已经装有供热计量表，一只表大
概2000多块钱，但2005年就以用
不到为由拆掉了。2012又重新装
上了新的供热计量表，刘先生猜
测，这些费用中的供热计量改造
费用应该是那时候产生的。“装
表交费可以理解，但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旧表还没用过就要被拆
掉，而且重新装表的时候要花钱

买新表。”刘先生说。
在黄河家园2区门口，记者

找到了黄河家园的物业管理
处，一位姓王的物业经理介绍，
他们来自山东丽都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今年年初刚入驻黄河
家园。对于1700多元的收费，他
解释说，这部分费用除了今年
一月份至今的物业费和刘先生
提到的供热计量改造费，还包
括小区居民楼外墙保温层改造
费。保温层改造费按平方收费，
除去国家财政补贴的45元/平、
省级财政奖励的8元/平和市级
财政补贴40元/平，住户需要承
担的费用为11元/平，刘先生的
住房约130平米，需缴纳1400余

元。而对于为何这几项费用要
同取暖费绑定，刘经理称，这是
因为银行不收单项费用。

对于这样的解释，刘先生
并不接受，他说，保温层改造刚
开始的时候，他就发现保温材
料和工程质量存在问题，给当
时的物业和施工方提过建议，
却并未被接受，到现在工程质
量问题更明显。而且施工时，由
于对空调外机排水管处理不
当，排水管排出的水全渗在墙
体中，导致部分墙体墙皮开始
脱落。刘先生说，他不能稀里糊
涂地掏钱，但是不交这些费用，
取暖费也没法交，“马上就要供
暖了，我真怕影响取暖啊。”

“建材市场”
搬到了马路边
小区门口沙子占道经营

买沙还送“连锁服务”

本报10月15日讯 (见习记者
杜雅楠) 小区刚刚建成，大门

精致华丽，门口却堆满了沙子和
水泥，待卖的沙子占了整整一个
车道。卖沙老板还提供“周到”的
装修服务，小区门口俨然成了“建
材市场”。

15日，记者来到位于黄河八
路渤海十二路的新悦田园牧歌小
区。小区刚刚落成，新装的大门精
致大气，而大门北面的马路边上
却堆满了沙子，沙堆将自行车道
占得满满的，几个工人正将沙子
往旁边摆好的十几个麻袋里装。
几辆自行车和一堆马扎堆在路边
的人行道上，一个立式的广告牌
上写着“售沙子水泥、打扫垃圾”
的字样，几个铁锨胡乱躺在地上，
把人行道完全堵死。一辆卡车正
等在旁边准备把沙子运走。

小区的清洁人员告诉记者，
卖沙子的是附近的村民，自从楼
盖完以后就天天都把沙子运过来
卸到路边，挡路不说晚上卖完留
下的散沙还不打扫。还有居民反
映，这些卖沙的人很蛮横，买他们
的沙子就必须让他们安排的人给
干活，可是他们的劳务费要比别
处贵很多。

正忙着安排工人干活的沙老
板张某向记者介绍，他们除了卖
沙子、水泥和砖等建材以外，还能
帮忙把东西运到楼上，垒墙、补墙
的活全都能干，一方沙子130元，
运到楼上服务费200元。记者了解
到，与建材市场的对比，这里的手
工费用要比正常价格高出一倍左
右。

市西街道办事处综合城管整
治组负责人介绍，《山东省城镇容
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中严格
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占用城镇道路从事非交通活
动。占道卖沙的行为不仅违反了
相关规定，还影响了市容市貌，给
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市民发现后
可及时向城管部门进行举报。

沙子占了一个车道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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