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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反映

信报箱被拆，

让业主自己解决

“清明过后就把楼前的信报
箱给拆除了，问了物业说不给装
新的了。我订了报纸，以后每天怎
么收报纸？”市民许先生表示，物
业将自己17号楼前的报箱拆除，
以后收报纸收信件都不方便。

6日，在泉景卧龙花园17号
楼前，已经没有了信报箱，地面
上只留下生锈的铁屑，此前信报
箱留下的坑也被回填。“可能是
昨天下午两点多被拆的。之前的
信报箱底下全都腐烂了，没法支
撑整个报箱了，都倾斜了。来了
一男一女就把信报箱砸碎用三
轮车拉走了。”居民席先生表示。

记者注意到，小区内其他楼
前的信报箱也问题重重，有些支
架已经生锈腐烂，信报盒缺失、
锁丢失，表面也因乱涂乱画而面
目全非。22号楼前信报箱的遮雨
棚早已不见踪影，而支架的焊接
部分也发生了断裂。“这个小区
2002年就入住了，信报箱是那个
时候安的，已经用十几年了。没有
人管，腐烂严重，不用了。我们订
报纸的报社来给新装了报箱。”在
小区内下棋的李先生表示。

物业表态

当初是企业赞助，

老化了将不再新建

许先生强调，物业将信报箱
一拆了之，要求订报纸的居民自
己和报社联系安装报箱。“以后
银行对账单、保险单、信件怎么
收呢？”许先生对此不满，他认为
信报箱年久失修，物业负有一定
责任。

6日，小区所属物业龙泉物
业工作人员表示，17号楼的信报
箱因为腐烂严重发生倾斜，为了
防止砸伤行人或车辆，对该信报
箱进行了拆除。

“之前的信报箱是小区刚建
成时，企业搞活动时为小区安装
的。时间久了，信报箱出现了老
化、生锈腐烂的问题，为了防止安
全事故，整个小区的信报箱都将
会进行拆除，以后就没有这种信
报箱了。”工作人员表示，新建信
报箱需要资金，拆除之后不会再
安装新的信报箱，而小区居民以
后订报都要自己解决报箱问题。

记者从一家信报箱生产制
作厂家了解到，每个不锈钢小信
盒的价格为45元。原有信报箱48

个小信盒，一套下来需要2160

元。

楼前统一放置的信报箱被物业一拆了之，卧龙花园的
许先生犯愁了，收报纸收信件都不方便。6日，记者从物业了
解到，信报箱为小区刚建成时企业赞助所设，但现在年久失
修已经拆除，也不打算新建，收发信报需要居民自己解决。

文/片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赵倩云

延伸调查

省城不少老旧小区都没有设置统一的信报箱。6日，记者在山师
东路一小区注意到，一楼单元门前安装了各种各样的报箱、订奶箱，
比较杂乱。

2015年，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城镇住宅信报箱建
设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城镇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小区和住
宅建设工程（含旧城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应将信报箱设施纳入
建筑工程统一规划、设计、施工和验收，并与建筑工程同时投入使用，
确保信报箱覆盖率达到100%。其实，早在2011年8月开始实施的《住宅信
报箱工程技术规范》第6、7条信报箱(国家强制标准)：新建住宅应每套配
套设置信报箱。住宅设计应在方案设计阶段布置信报箱的位置。信报箱
宜设置在住宅单元主要入口处等规定。

“新建小区都要求统一设置信报箱，老旧小区能不能逐步设置统
一的信报箱？”不少市民建议，现在很多小区都引进了自助快递柜，可
以将信报箱和快递柜功能合二为一。“不仅可以放报纸，还可以放快
递，大大方便居民的生活。”

不少老旧小区无统一报箱
市民建议与快递柜合一

两口子摊上事

5年前买过便宜电脑，系统里记下“盗窃罪”

据郭先生介绍：妻子刘女
士找工作，招工单位需要个人
出示无犯罪证明。于是，二人
前往辖区派出所（济南黄台
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辖区
派出所民警的答复，让二人
愕然。民警调阅郭妻档案后，
称 无 法 为 其 开 具 无 犯 罪 证
明。“民警说，电脑档案显示
她在 2010 年犯过盗窃罪，是
在市中区舜玉路派出所登记
的。”

经此提醒，郭先生才想起
2010年妻子遇到的“冤枉事”。
郭先生夫妻俩2008从河南来
济打工，从事电脑回收行业，

“我在街上跑，她摆摊。”郭先生
称，电脑摊设在解放路与山大
路交叉口——— 赛博电子商城门
口。

“2010年11月5日，一个学
生模样的女子来到我摊位前卖
笔记本电脑，说家人生病急需
用钱。”刘女士称，那台电脑品
相不错，而且要价不到一千元，

“很划算，当时没多想便成交
了。”

第二天，年轻女子又来到
刘女士摊位，“她说电脑不想卖
了，问我能不能退给她。当时电
脑不在身边，我就让她明天过
来取。”刘女士称，11月7日，自

己如约带来电脑，“她来的时
候，跟着几名警察。警察一出
现，就把我跟女孩带去派出
所。”

当天下午，济南市市中区
舜玉路派出所办案民警与郭先
生取得联系。“警察说，笔记本
电脑是女孩偷的，我妻子涉嫌
销赃。”闻讯，郭先生立即赶往
舜玉路派出所。

“后来，民警让我们以后多
注意，还让我们交了罚款。”刘
女士称，将事情原委交代清楚
后，当天下午，夫妻二人便回
家，“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却
不成想被记下了盗窃罪。”

派出所说法不一

办案所为其开具证明，辖区所却不认可

1日，记者随同郭先生来
到济南市黄台派出所。民警表
示：当年该案件是由济南市中
区舜玉路派出所办理，当事人
若要了解相关事宜，须去舜玉
路派出所查询。

将黄台派出所民警的答
复以及当年案情告知后，舜玉
路派出所民警告诉郭先生，该
派出所可以为其妻子开具无
犯罪记录的相关证明材料。

既然能开具无犯罪记录
证明，就意味着自己没犯过
罪。于是，刘女士便要求舜玉
路派出所将自己的盗窃罪记

录予以消除。对此要求，舜玉
路派出所予以拒绝，“无法消
除 ，我 们 还 需 请 示 上 级 部
门。”

记者看到：在舜玉路派出
所开具的这份无犯罪记录证
明上写道，经查询济南市公安
局相关信息系统数据和有关
单位资料，截止到2016年3月
24日，未发现有犯罪记录。

1日，带着这份无犯罪记
录证明，刘女士又来到了黄台
派出所。对于刘女士开具无犯
罪记录证明的要求，民警依然
拒绝，“电脑系统依旧显示，申

请人有盗窃罪记录”。
查看上述那份无犯罪记

录证明后，该民警表示：该证
明材料仅代表舜玉路派出所
认可其妻无犯罪记录，其他派
出所无法认可，“我们根据公
安系统档案判断，无法根据其
他 派 出 所 的 证 明 材 料 来 判
断。”

对此，郭先生心生疑问。
“既然公安系统显示妻子犯
罪，为什么舜玉路派出所还能
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要
求舜玉路派出所将这项罪名
从档案记录里删除。”

市中区公安分局表态

办案单位可协调辖区派出所开具证明

舜玉路派出所民警表示：该
派出所于2014年刚进行工作岗
位调整，而该案件发生于2010年
11月，“我们需要调查卷宗，请示
上级部门相关处理意见。”

6日，记者联系至济南市
公安局市中分局。据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派出所查询郭妻档
案的电子系统名为违法犯罪
嫌疑人信息采集库。“录入该
系统并不代表当事人犯罪，只
是说明她当时是以一名犯罪
嫌疑人的身份被录入系统。”
该工作人员称：经过调取当时
案件卷宗，未对郭妻进行处

罚，是因为其系初犯，且情节轻
微、数额较小免予处罚。此外，
郭妻确实回收了笔记本电脑，
并且收购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
常价格，确实存在收赃嫌疑。

“根据办案程序，警方需将郭妻
资料录入该违法犯罪嫌疑人信
息采集系统。该案件依据办案
程序处理，无法为其删除”。

“公安机关依法办理案件
过程中，会将涉案的嫌疑人员
信息统一录入相关系统，该系
统仅为信息采集，案件内容，处
罚结果不会做详细说明，只标
注牵涉案件性质。该系统仅供

公安系统具备查阅权限的人员
使用。”该工作人员称，郭妻的

“盗窃罪”代表了她所牵涉案件
的性质，并不能说明当事人具
体的违法行为。

“如果当事人求职等实际
生活问题需要，办案单位可以
联系辖区派出所，为当事人开
具当年案件的情况说明，在司
法实践中，警方开具无违法犯
罪证明是以做出治安处罚和法
院判处刑罚为标准的。”济南市
公安局市中分局工作人员表
示，办案单位经过核准后，可以
为郭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求职需要个人无犯罪
证明，辖区派出所的电脑一
查却发现我有盗窃罪。”市
民刘女士最近遇到蹊跷事。
2010年，因误买一台赃物电
脑，刘女士被济南市舜玉路
派出所调查，但“不至于犯
下盗窃罪”。济南市公安局
市中分局工作人员表示：刘
女士被录入违法犯罪嫌疑
人信息采集库，只是说明她
当时是以一名嫌疑人身份
被录入系统，“如果当事人
求职等生活问题需要，可以
为当事人开具当年案件情
况说明。”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实习生 刘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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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玉路派出所开具了
无犯罪证明，但其他派出所并
不认可。夫妻俩要求将记录删
除，但舜玉路派出所拒绝。

物业拆了旧报箱
收报收信咋办
新建住宅要求有配套，老旧小区掉空里

▲卧龙花园小区此前统一设
置的信报箱损坏严重。

统一设置的信报箱损坏后，小
区单元门前安装了各式各样的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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