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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全款等拍照，婚纱店人去楼空》追踪

消消费费者者齐齐聚聚巴巴黎黎婚婚纱纱店店讨讨说说法法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侯艳艳) 29日，本报报道
了南大街知名的巴黎婚纱摄影
店人去楼空的消息。多名受害
消费者看到报道后，齐聚巴黎
婚纱摄影店门口，打算集体维
权向婚纱店老板讨说法。

“我已经拍了婚纱照，照片
取不出了。”29日早晨，芝罘区
李女士看到本报报道才得知巴
黎婚纱店关门的消息。

26岁的小王去年在朋友推
荐下交了3888元婚纱照拍摄金，
今年9月份，朋友告诉她巴黎婚
纱老板打算去上海发展的消息，
11月初，小王打算到婚纱店退
款，恰好遇到婚纱店老板刁某。
小王说，刁某否认了婚纱店即将
关门，拒绝退款。“后来我打电话
给刁某，告诉他不退款我就在婚
纱店门口拉横幅，刁某答应11月
25日给钱，可25日他的手机变成
空号了。”小王说。

截至29日下午3点，巴黎婚
纱共有5名受害消费者聚集到
婚纱店讨说法。维权牵头者关
女士介绍，目前这些受害者所
涉及的金额总数已经超过1 . 5

万元。

在毓璜顶工商所，记者查
询了解到，“巴黎婚纱店”工商
注册名称为金巴黎婚纱摄影
店，法人代表为常(贵萍)，工商
执照核准日期为2013年11月6

日。
“目前的问题是婚纱店老

板联系不上了，登记电话也打
不通。”工商所负责人介绍，当
务之急是找到婚纱店老板，这

样工商部门才可以进行调解。
此外，如果确定婚纱店老板携
款“跑路”，他这种行为就构成
了合同诈骗，消费者可以通过
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张倩倩 ) 近日，莱山区的孙先

生开着货车拉货时车上的货物
不小心掉在了路上，被三个过路
的人捡走了。事后孙先生通过交
警联系到了这三名捡拾货物的
人，其中一人愿意归还，而另外
两人拒不归还。

近日，做外贸的孙先生开着
货车拉货，当他行驶在莱山区金
都路和绿斯达路路口等待红灯，
之后绿灯起步时，后面车门自动
打开，车上的货物就掉在了路口
附近 ,随后被过路人捡走。

“这些布都是出口的，有一
匹重一百多公斤，能值四万块
钱。”孙先生说。

孙先生随后通过交警，调取
监控录像发现，这些布分别被三
个路过的司机给搬上车拉走了。

交警介绍说，他们从平台中
调取车主的电话，然后第一时间
联系上了三名车主。

其中一名驾驶人员非常配
合，愿意将布匹还给失主，而另
外两人因各种说辞并没有归还
货物。对此交警称，他们已将此
事移交给派出所，让他们协助调
查此事。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张倩倩 实习生 马彩
红 ) 29日 ,芝罘区孙家庄村的
村民向本报报料，经常有一些
大车将建筑垃圾倾倒在村北的
一片地上。28日晚上11点多，村
民将倾倒垃圾的大车抓了个正
着，不过驾驶员跑了，车留在了
空地里。芝罘区城管部门工作
人员称，查找到倾倒者之后，再

对其进行处罚。
29日上午 ,记者来到位于

黄金顶隧道西200米左右的路
北一片土地上，发现这片土地
上覆盖了大量的渣土等建筑垃
圾，西侧的一片地被建筑垃圾
堆成了五六米的小山。

一位村民说，28日晚，他们
在附近蹲点时，发现有一辆大
车在倾倒垃圾，还有一辆铲车

在平地，他们把车拦了下来，不
过车上的人都跑了。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就经
常有大车往这里倾倒垃圾，由
于村子离这片地有十里左右，
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已经被
倒了很多垃圾。

随后，芝罘区建筑垃圾管
理办公室的执法人员到达现场
查看并了解情况，执法人员告

诉记者，先查出建筑垃圾倾倒
者，再对其进行处罚。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第二十六条，任何单位和
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
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对单位处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

半半夜夜乱乱倒倒建建筑筑垃垃圾圾被被逮逮个个正正着着
司机弃车而逃，城管部门称将按规定处罚

近期，一项由NSF国际委托
进行的独立调研发现，63%的美
国人担心饮用水中有药品和其
他污染物。NSF国际是提供有关
水质和食品安全的全球性认证
和测试机构，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指定为全球饮用水安全
和滤净合作中心。为此，NSF/
ANSI 401号(ANSI：美国国家标
准学会)饮用水处理新标准出台，
15项新的“潜在污染物”被纳入检
测范围，这些污染物包括药品、
非处方药、除草剂和杀虫剂。安
利公司旗下益之源净水系统成
为首个获得此认证的品牌，可去
除所有上述15项污染物。益之源
也是首个获得NSF/ANSI第42号、

53号、55号和401号标准认证的净
水系统。

“最新的认证是针对益之源
品牌能够持续有效地去除水中
微量污染物的独立认证”安利
(Amway)全球家居品牌总监米切
尔·优百特斯(Mitchell Urbytes)在
NSF发布新标准时表示，“该认证
也为我们的客户带来更多的信
心和信任，再一次印证了他们为
自己的家庭做出了非常明智的
选择。”

NSF全球用水项目国际业
务发展总监里克·安德鲁(Rick
Andrew)表示，尽管目前行业还没
有意识到这些微量污染物对健
康的负面影响，但是多数消费者

都希望自己和家庭尽可能拥有
最高品质的饮用水。NSF/ANSI
401认证标准是由NSF国际联合
委员会中负责饮用水处理的相
关成员和研究内分泌干扰物、药
品及个人护理用品的NSF工作
组与其他相关行业专家、学者和
监管人员共同合作制定的。新标
准对可以去除潜在污染物的净
水系统提出了要求，且要求去除
的污染物最高可达15个，已公开
发表的研究中已经证实饮用水
中存在这些污染物。

安利“益之源净水器”凭
借其核心一体化紫外线滤芯
设计，藉由四重滤净过程，将
水 中 大 型 粒 子 、微 粒 、污 染

物、细菌、病毒高效去除。一
体化紫外线滤芯匣由褶状前
置滤网、高密度活性炭滤芯、
触发式紫外线灯管结合而成，
可有效滤除水中140多种污染
物，去除小至0 . 2微米的微粒，
改善饮用水的口感、气味和清
澈度，且可保留水中对人体有
益的矿物质。位于紫外线滤芯
匣中央的触发式紫外线灯管，
对水中细菌与病毒的杀灭率
高达99 . 99%。此外，“益之源净
水 器 ”还 拥 有 划 时 代 的
eCoup l e d无接触电能传导技
术，将紫外线灯管与水，水和
电源完全隔绝，净水过程水电
分离、安全可靠。

药品、非处方药、杀虫剂等新兴的潜在水污染物成美国人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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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王建 付

清华 ) 29日，交警查获一名红脸
驾驶员，明明喝了酒，驾驶员愣
说天冷冻的。

29日下午1点多钟，市交警三
大队民警，在机场路与卧龙北路
交叉路口执勤时，发现一辆银灰
色的夏利轿车引起了交警的注
意，于是对这辆车进行检查。

当车门一打开，一名大约40

岁左右的男子，脸上红扑扑的。
民警示意检查酒驾，没想到这名
驾驶员并不配合民警检查，反而
说自己的脸红是因为天冷冻的。
经 过 酒 精 测 试 显 示 为 2 9 m g /
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交警询问得知，驾驶员祝某
是青岛平度人，并没有驾驶证。

据了解，祝某因为涉嫌酒后
驾驶机动车以及未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将
面临15天以下的行政拘留。

路上捡货物

货主找来也不还

喝了酒脸红

愣说是冻的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杨薪薪 李大鹏 ) 最近
一年，市民毕先生的电信手机
号流量莫名增多，流量到底去
哪儿了，多次联系电信客服也
都未能解释其原因。

毕先生告诉记者，这个电
信手机号自己已经使用十年
多，但今年手机流量开始莫名
增多。“套餐内含300兆流量，之
前都用不完，但今年流量控制
不住地往上涨。”毕先生告诉记

者。
“只要开个两三分钟，四五

兆流量就没了。”手机流量出现
的奇怪现象，让毕先生接电话
都小心翼翼。

毕先生解释说，自己平时
使用手机流量的只是微信，其
他上网需要全部用电脑。毕先
生曾多次联系电信客服也都未
能解释其原因。

于是毕先生又到手机服务
中心对手机进行了升级和检

测，但检测结果一切正常。
“既然都没有问题，这每月

好几百兆的流量到底去了哪
儿？”据毕先生介绍说，电信客
服因为也无法解释其中原因，
提出补偿毕先生50元话费，对
此毕先生予以拒绝。

对此，电信芝罘区客服杨
经理介绍说，之前确实接到这
名顾客反映这一问题。通过客
服杨经理，记者得到了毕先生
近5个月手机流量使用的数据：

11月份1064兆；10月份219兆；9

月份553兆；8月份334兆；7月份
499兆。“因为第一次接到有关
流量的投诉，考虑到顾客的问
题，协商补助50元话费。”

杨经理补充说，通过监测，
毕先生手机流量后台数据正
常。“我们无法查询通过什么方
式使用了流量，但可以查询哪
个时间段，用了多少流量。如果
顾客对数据使用有疑问，可以
查询详单。”

““分分分分钟钟””被被耗耗完完，，手手机机流流量量去去哪哪了了
电信手机流量突然“失控”，最近5个月平均每月超200多兆

王女士十月份在影楼交了定金，还没来得及拍却关门了。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雇工打架受了伤

老板买单付药费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 近日，四川的老唐和泰

安的小孙在牟平一工地上因为木
质模具的问题人吵了起来，最后
干脆动了手。

据介绍，当时老唐正在做木
质模具，小孙便过来告诉他，图纸
有变动，不要按照图纸来做，老唐
还是按照图纸将木质模具做好
了，可做出来的模具不能用，两人
因此争执了起来。

两人越说越急，老唐说着四
川话，小孙就说泰安话，两人都听
不懂对方说什么，最后干脆动了
手。

系山边防派出所的民警赶到
后，了解到两人的经济条件都不
宽裕，都是为了工作才起了争执，
并无其他矛盾，经协调，两人同意
和解。因为老唐受了伤，而工地老
板觉得两人是为了工作起的争
执，就承担了老唐的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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