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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店里里““金金刚刚地地板板””，，到到家家成成““瓷瓷娃娃娃娃””
买地板当心商家玩障眼法

本报济南8月27日讯（记者 周
国芳） 近日，山东省出台了《山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4〕46
号文件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的实施意见》，其中的一个亮点
是，在医保基金结余比较多的地区，
开展医保卡用于大众化、基础性健
身消费试点。27日，记者从省社保部
门了解到，目前医保个人账户划转
健身卡的具体措施尚未出台。

据悉，我省试点工作是有前置
性条件的，比如在资金节余额度与
使用比例、基础性健身项目界定、大
众化健身场所范围等方面，都会有
所明确。

“医保卡主要用于医疗费用的
结算和报销，可以说是救命钱”，有
市民提出疑问，未来如何分配就医
用钱和健身用钱，健身时如何使用？
济南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就表示，这
些还需要政策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目前还未接到相关通知。

苏州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方向，
该市医保个人账户划转阳光健身卡
工作已经展开。具体划转条件是，参
加职工医疗保险、医疗保险个人账
户状态正常，且往年结余金额超过
3000元的，可按照自愿的原则，向社
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每年限划转
一次。医保个人账户往年结余金额
在3000元（含）以上、6000元以下的，
可选择将500元或1000元的个人账
户资金一次性转入阳光健身卡健身
专用账户；医保个人账户往年结余
金额在6000元（含）以上的，可选择
将500元、1000元、1500元或2000元
的个人账户资金一次性转入阳光健
身卡健身专用账户。

新华社青岛８月２７日电（记者
张旭东） 随着“海淘”“代购”和“跨
境电子商务”兴起，通过邮政渠道进
口各类生物制剂类美容针剂越来越
多。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提醒，
这类针剂多为“三无”产品，而且使
用人多无必要资质，使用风险高，维
权难度大。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新闻发
言人姚志杰介绍，按照国家相关规
定，含有或可能含有病原微生物的
针剂类整形美容药品，不能以自然
人为单位邮寄购买，必须是拥有完
善资质的企业、单位或机构办理完
成相关备案、审批手续方可允许邮
寄入境。然而在监管中发现，上述邮
寄产品大多未办理相关审批和申报
手续，由此带来风险不容忽视。

据了解，通过邮政渠道进口各
类生物制剂类美容针剂包括人胎素
针剂、肉毒素针剂和玻尿酸针剂等。
近日，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联合
青岛海关连续从来自韩国、日本的
邮包内截获该类针剂共计25批次、5
类、4000支，货值超500万元。

姚志杰介绍，进境的针剂类整形
美容产品多数仅限于本国市场流通，
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生产，故多数没有
中文标示和中文说明书，甚至没有附
加英文说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亦不
尽翔实。青岛口岸所截获25批次针剂
类产品中，无一带有中文标识和说明。

此外，邮包多未经特殊保护，破
碎撒漏概率高，极易对产品质量安
全、现场工作人员健康和国家生物
安全构成威胁。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在监
管中发现，收件人多无相关资质，易
在后期使用过程中造成安全隐患。
以用于面部除皱整形美容治疗的肉
毒素针剂为例，如果使用不当，就有
可能发生中毒，主要表现为各种麻
痹及胃肠道症状，甚至危及生命。

本报日照8月27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杨荣国

胡科刚） 日照人刘琴（化名）
花两千元买了一只狗，一天这
只狗却被轿车撞得骨折，刘琴
带小狗到青岛治疗花了1 . 5
万，小狗最终康复了，但肇事车
对此该如何赔偿，刘琴与车主
发生了分歧。近日，当地法院判
定小狗只是刘琴的财产，判决
肇事车主及其保险公司只赔偿
狗的价格2000元。

去年3月的一天早上，刘刚
（化名）驾驶轿车行至日照东港
区某小区门口时，撞上了刘琴

的这只宠物狗，致小狗骨折。交
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该事故部分事实无法查清。小
狗受伤后，因为在日照不能得
到很好的医治，刘琴用私家车
将小狗送到青岛治疗，小狗住
院6天，由刘琴专门护理，刘刚
也是心有愧疚，给了刘琴2000
元，后因对赔偿问题未能达成
一致，刘琴将刘刚及其投保的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小狗
的医疗费15070元，私家车接小
狗到青岛治疗交通费1535元，
护理费464 . 64元在内的各项
损失共计17069 . 44元。

对于刘琴索要的赔偿，保
险公司认为：刘琴所主张的损
失计算标准及依据是人身损害
赔偿标准，而本案受伤的是狗，
因此刘琴主张的损失及其计算
标准是错误的；刘琴提供的购
买证明证实狗的价值是2000
元，而刘琴为治疗狗支出医疗
费15070元，远远超出狗的购买
价值，所以提出这样的赔偿不
合适。

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责任限额内
赔偿刘琴财产损失2000元。对
一审的判决结果，刘琴很是郁

闷，她认为宠物狗是具有一定
精神寄托的有生命的动物，而
非一般性财产，于是上诉。近
日，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
了原判。

对此有关终审法官称，刘
琴违反《山东省养犬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未对其宠物狗实施
拴养或者圈养，发生这起交通
事故，刘琴负有事故的主要责
任。再有，刘琴的宠物狗属法律
意义上的物，刘琴为治疗宠物
狗之伤所支出的费用远远超过
宠物狗自身的价值，提出全额
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本报济南8月27日讯（记者
韩笑 实习生 刘腾飞） 27

日，有消息称，从9月1日起，未实
名登记的客户，将会被按批次停
机，停机前会短信通知。记者了
解到，我省暂无此类强制停机的
做法，但各运营商都在大力推进
用户进行实名制登记。

27日，中国联通山东分公司
回应，目前没有采取类似的强制
性作法，只是积极引导未实名老
用户补登记。中国电信山东分公
司也回应称，公司一直大力推行
手机号实名制的进程，近期向未
实名用户发送了短信提醒，督促
客户前来办理实名制登记，但

“并未对没进行实名制的用户，

进行暂停服务之类的措施。”
据介绍，从2015年9月1日起，山
东移动将通过应用新技术、新设
备等措施，进一步加强新入网客
户身份证信息核验；对于非实名
老客户，必要时将根据国家法律
法规和有关部委工作要求采取
限制通信、业务的手段，督促用
户依法实名登记。

据悉，除了积极引导未实
名老用户补登记外，运营商还
采取了关闭系统手工录入功
能，在营业厅配备二代证阅读
器的措施；统一社会渠道标识
和代理编号，全面清查社会实
体渠道；严禁二次批发销售，严
格管控窜卡。

买地板的时候，商家用火烧和棍子砸来证明木地板的质量可靠，没承想买回家杯子掉地就给砸掉层皮，有此遭
遇的省城市民秦兰（化名）不禁质疑商家的演示存有欺诈。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商家喜欢用这样的障眼法，演示时
所用地板质量很好，而实际购买可能以次充好，业内人士对此提醒，只眼见一次不一定为实，购买时要开箱验货。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于成君

今年7月，秦兰以每平米
120多元的价格在欧圣地板购
买了上百平米的木地板，安装
完后，家里只放了一些桌椅和
几件小家具，没承想“娇贵”的
木地板却被玻璃杯毁了容。

“一只高脚杯掉地上，接着就
砸出了豆粒大的小坑，木地板表
面都起皮了。”在她提供的照片里
可以看到明显的漆面脱落，另外
还有划痕和小米粒大小的坑儿。

秦兰介绍，小米粒坑儿是钥

匙掉地上砸的，划痕则是拖动桌
椅时留下的。“木地板的质量有
问题。”尽管商家已经对她损坏
的木地板进行了更换，但她还是
觉得被欺骗了。原来，秦兰在购
买木地板时，商家现场进行火
烧、棍砸实验，木地板都毫无损
伤，她这才放心地购买。但没想
到买回家以后就变得这么脆弱。

“一些铺地板的师傅跟我说，实
验都是有技巧的，我这才意识到
自己上当了。”秦兰说。

遭遇

实验时耐烧抗砸，买回去一碰就伤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不少
消费者都经历过地板商家的奇
特实验，张先生买地板时，就看
到被水泡了许久的木地板，商
家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木地板防
水性能特强。“一块不到半米长
的木地板，泡在大玻璃缸里，销
售人员说木地板一直泡在水里
没拿出来，都不会起泡变形。”
张先生说，但他买回家安装后，
一些地板的边角却因为水的腐
蚀起了皮。

市面上常见的木地板，
有强化复合、实木复合和实
木地板三种，其中以实木地
板价格最高，也比较娇贵一

些；强化复合木地板相对便
宜一些，它比实木地板更加
防燥耐磨。

在一家品牌木地板专柜，
记者问到木地板的防刮性能
时，销售人员直接拿出钢丝刷，
在样品表面刮了起来。“你看一
点都有划痕。”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这款强化复合木地板表面
有防刮层，不会被坚硬物品刮
花。而在另一家木地板店，销售
人员则用一小块复合木地板样
品，砸击挂着的大块强化复合
木地板。“小木地板砸卷了边，
它也一点没事，因为表面有三
氧化二铝层。”

调查：

水泡永不变形？地板测试五花八门

22000000元元的的狗狗被被撞撞治治疗疗花花11 .. 55万万，，咋咋赔赔
法院最终判只赔2000元

不不实实名名按按批批次次停停机机？？

我我省省暂暂不不实实行行

根据运营商介绍，目前市场上现存的非实名制手机卡用户
一般可分为四种：

1 .机主姓名为“临时账户”，用户名一项中显示为“某某代
办”等临时卡。

2 .手机卡登记信息不完整的。
3 .机主姓名与实际使用者信息不匹配。
4 .“集团卡”，机主姓名为单位、经办人姓名的。
按要求，上述四种情况的非实名制手机卡用户都必须重新

进行登记，而其中前两种的情况比较多。

相关链接

四类用户

需要补办手续

一家品牌木地板销售商
介绍，不论什么样的木地板，
一直放水里不变形是不可能
的，再好的防水实木地板，也
只能放几个小时。“一般实验
都是用水泼在木地板上，这
一般不会有问题。”

“普通的实木地板，通
常只能耐烟烫，耐明火烧
也是不可能的，强化复合
地板有阻燃层是可以起到
防火作用的。”该销售商表
示，由于木地板的种类繁

多，消费者短时间内难以
辨清，不排除有的商家以
此充好。拿质量较好的木
地板做实验，发货的时候
则换一种。

该销售商提醒，眼见不
一定为实，不可轻信实验，买
的时候要详细问清楚地板的
材质，还可以向商家索取由
正规资质单位出具的检测报
告查看。购买后要当场开箱
验货，自己用锐物划刻地板
等来验证耐磨性。

提醒：

店里眼见也不为实，买时应该验货

刷医保卡健身

细则还需落实

提个醒

“海淘”美容针剂

安全风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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