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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公司乱象频出如何应对

本报讯 （记者 刘瑜 摄影报道） 元
旦小长假期间，市民们免不了要与家
人、朋友喝上几杯，因过量饮酒而导致
昏迷街头的情况屡有发生。2017年12月
29日晚至2018 年1月1日，仅城北区城
管局就救助了4名不省人事的醉酒者。

2017年12月29日晚10时30分，城
北区城管局特勤中队在夜间巡查期间，
在萨尔斯堡附近发现一名醉酒男子。经
查看，发现该男子属深度醉酒，无法提
供家庭住址等信息。城管队员通过其手
机联系到家属，将其安全送往家中。

2017年12月30日凌晨3时许，城北
区城管局特勤中队在二十里铺镇聋哑学
校路口，发现两名40岁左右男子，其中
一名男子深度醉酒躺在路边。城管队员
立即将醉酒男子抬进执法车内并将暖风

开至最大，为其取暖御寒。通过同伴男
子得知其家庭住址后，城管队员驾车将
其安全送至家中。

2017 年 12 月 31 日晚 10 时许，城北
区城管局特勤中队在柴达木路西杏园加
油站附近，发现一醉酒中年男子卧地不
起，城管队员立即用自己的防寒服为男
子保暖，并立即联系辖区派出所及 120
急救中心。城管队员将醉酒男子抬至急
救车，与派出所民警进行交接。

2018 年 1 月 1 日早 10 时，城北区城
管局小桥执法指挥中心在门源路发现一
名醉酒男子躺在地上，经查看，男子深
度醉酒神志不清、无法站立。城管队员
只好联系了辖区派出所及 120 急救中
心，将男子抬上急救车后，与派出所民
警进行交接。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记者1月2日从
市气象台了解到，当日起我市将有一次弱
降水天气过程，过程将持续至本周末7日结
束。根据市气象台提供的资料，如果条件达
到，市气象台将继续进行人工增雪作业，增
加我市降水量。

根据市气象台提供的气象资料，进入
2018年后，1月2日我市有小雪或阵雪的天

气，3日全市有分散性阵雪小雪天气，4日天况
较好，5日至7日全市有分散性小雪天气。上年
度12月的月末，我市时隔60多天迎来了今冬
的第一场雪，虽然降雪量较小，但对于净化空
气质量、一定程度上降低草原（森林）火险等
级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新年的第二天，我市
天气开始变化，似乎又有降水的可能性。

市气象台提醒，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气

温将进一步降低，市民请注意防寒保暖，设
施农业需做好温棚加固及保暖工作，近日
气候干燥，火险等级仍然较高，请注意野外
用火安全，做好冬季防火工作。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本次天气过程
中，市气象台将及时根据天况和气象条件，
进行人工增雪作业，2018年的第一场雪或
将于2日晚间降临。另外，降雪天路面容易
结冰，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增加，一旦降雪
请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驾车时一定要
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本报讯（记者 悠然）1月2日凌晨零时
39分，京藏高速民和至兰州方向距海石湾
收费站 6 公里处，一辆载有两辆小轿车的
半挂车轮胎起火，海东市民和消防大队接
到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据了解，起火车辆是从拉萨开往西安，行
驶至距海石湾收费站6公里处时，该车司机
原本想在前方服务区休息，可没想到从倒车
镜中发现货车后方轮胎着起了火，就立即靠
边停车并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救援人员

赶到事故现场时看到，一辆半挂货车左后轮
胎起火，并有大量浓烟冒出。根据现场情况，
消防官兵立即对货车起火部位进行扑救，控
制火势蔓延，并扩大现场警戒范围。经过消
防官兵的奋力扑救，1时19分，明火被彻底
扑灭。随后，消防官兵对现场进行了一次彻
底检查，并对货车所有轮胎、底盘进行降温
处理，在确认无复燃可能后撤离了现场。

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此
次火灾未殃及该车所载的两辆小轿车。

本报讯（记者 施翔） 约见多年未谋
面的女子却遭遇抢劫，男子被抢走4万元
现金后又被迫写下350万元的欠条，并将
一间铺面以及一套住宅抵押给犯罪嫌疑
人。近日，城东公安分局大众街派出所
成功破获一起抢劫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
名。

今年 27 岁的马娟 （化名，女性） 几
年前在海东市平安区开饭馆时结识了做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张君 （化名，60 岁），
马娟结婚后与丈夫前往四川生活，两人
便逐渐断了联系。2017年12月初，马娟
拨通了张君的电话称：有事要找他帮
忙，两人在电话中相约在西宁见面。12
月21日，马娟与老公马乐 （化名） 乘坐
飞机到达西宁，随后，马娟按照约定独
自住进了张君为其提前预订好的某宾馆
625房间内。当天，马乐的朋友陈立 （化
名） 也按照约定从郑州乘机到达了西
宁，两人见面后，立即前往马娟所居住
的宾馆，并在马娟房间的隔壁623房间登
记入住。当日16时许，张君按照约定来
到了 625 房间，据张君回忆，当其敲门
时，马娟仅穿内衣为自己打开了房门，
进入屋子后，在马娟的引导下，张君也
将外衣脱下，准备与马娟躺下休息一
会儿。此时，张君发现床上留有血迹，
在得知马娟“来事”后，张君决定清洗
一下，就在张君进入卫生间后，马乐与
陈立进入了625房间，并强行将张君从卫
生间内拽出进行殴打，在殴打过程中，
两人将张君的衣服全部脱光并录像。随
后，马乐对张君说：“你强奸了我老婆，
我要报警，并会将这些录像发送给你的
家人，除非你给我 500 万元的赔偿费！”
在张君的请求下，马乐同意私了此事，
经商定，张君当场写下了一张350万元的
欠条，并在马乐等人的胁迫下，在银行
内向马乐的卡内转入了4万元的现金。转
账完毕后，马乐等人驾驶着张君的越野
车前往海东市平安区，到达平安区后，
按照马乐的要求，张君将自己名下的一
间270平方米的铺面作为抵押物抵押给了
马乐，随后，其又在马乐的胁迫下，将
自己在化隆县的一套价值20万元的住宅
抵押给了马乐，两人约定，只要张君 12
月25日前能将350万元钱交给马乐，马乐
便会将铺面以及住宅返还给张君。随
后，张君便独自回到了家中。

2017年12月22日，马乐再次找到了
张君并要求其将名下的一辆越野车过户
给自己，无奈之下，张君只得委托员工
跟随马乐前去办理过户手续，由于当日
车管所办理业务人员较多，过户手续并
未办理完毕，两人便约定12月25日再去
办理过户手续。当晚，张君便前往城东
公安分局大众街派出所报案，接到报案
后，民警立即对此案展开了调查。就在
民警调查期间，12月23日，马乐再次约
见张君，要求其对抵押协议的内容进行
完善，按照两人约见的时间，当日，民
警将犯罪嫌疑人马乐、马娟一举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马乐、马娟对
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另一名
犯罪嫌疑人陈立已于 21 日乘机返回郑
州市，目前，警方已经对陈立展开追
逃。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近日，互助县公安
局威远镇派出所查处一起冒用他人身份证违法
案件，假“李逵”董某被民警识破，互助县公
安局将其依法行政拘留。

据了解，2017 年 12 月 13 日上午，一名男
子陪其朋友到威远镇派出所办理有关事宜，
该男子对民警的问话行为举止异常，民警遂
对其身份进行核实。在核实该男子身份时，
该男子自称“蔡某”，并向民警拿出了一张名
为“蔡某”的居民身份证。经民警对身份证
进行仔细查看，发现该男子所持身份证与其
身份明显不符，但该男子坚称身份证就是他
本人的。后经民警对其身份进一步调查核
实，该男子最终供述了冒用他人身份证的违
法行为。

经警方侦查，2017年10月的一天，互助县
某村村民董某在互助县威远镇某网咖上网时捡
到了名为“蔡某”的身份证，董某为上网方
便，冒用“蔡某”的身份证先后在西宁市湟中
县、互助县威远镇的多家网吧多次上网，直至
被威远镇派出所民警发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有
关规定，2017年12月27日，互助县公安局对董
某做出行政拘留四日的处罚决定。

本报讯（记者 施翔）1 月 2 日，记者从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获悉，近日，城北公安分
局广辟涉毒案件线索来源，攻坚克难、深度
研判、精准打击，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和相
关部门的指导下，在西宁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重庆大足、江苏苏州警方的大力协助
下，经过1个月的连续作战，辗转重庆、江
苏等地，跋涉 6000 余公里，破获特大贩卖
毒品案1起，缴获冰毒2公斤、海洛因1公
斤，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去年以来，城北禁毒部门始终高度重
视涉毒案件梳理侦破工作。2017年11月初，
民警在工作中获悉“有一暂住西宁地区的重

庆籍吸毒人员长期介绍他人向重庆贩毒人
员购买大量毒品”的线索后，立即请示相关
领导成立专案组开展案件侦破工作。专案组
民警辗转重庆、江苏等地，跋涉 6000 余公
里，经过1个月的调查摸排，精准研判，连续
奋战，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

2017年12月13日，专案组民警在南京前
往无锡的沪宁高速梅村服务站将涉嫌贩卖毒
品的陈宣某、陈某、陶某抓获，当场缴获冰毒2
公斤、海洛因1公斤。经审讯，上述3名犯罪嫌
疑人对其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上述 3 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依
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弱降水天气将持续至本周末

4名不省人事醉酒者获救助

男子遭遇男子遭遇““仙人跳仙人跳””
被抢被抢44万元万元

京藏高速一半挂车轮胎起火

一起特大贩卖毒品案告破男子冒用他人身份证
被行政拘留被行政拘留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现在的家政服务
真是不敢恭维，不仅价格起伏不定，就连服务
也缩了水。”随着年关将至，家政保洁服务行业
也进入了旺季。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市民已经
开始预订家政服务，但市民的满意度却差强人
意。

市民市民：：价格涨了服务质量却降了价格涨了服务质量却降了
刚刚搬了新家的王先生，在请了家政公司

做保洁后一肚子怨气：“我找的这家家政服务公
司还是朋友介绍的，以前干活还是挺细致的。
去年的价格是120元，这次就涨成了150元，不
仅如此，这次的服务实在不敢恭维。整个流程
时间不仅缩水了，擦的玻璃更是个“大花脸”。
就这还因为我的一扇窗户上安装了护栏加收了
50元的服务费。”记者在王先生的家中看到，为
王先生服务的保洁人员确实服务的有些不彻
底，窗户的四个角上仍残留着清洗剂的痕迹，
窗台上的灰尘原封不动“躺”在那里。

记者调查记者调查：：私人组队揽活多有出现私人组队揽活多有出现
家政服务行业由于入行门槛较低，从业人

员的素质又参差不齐，加之没有规章制度的约
束，发生事故很容易引发纠纷。一家家政公司
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家政行业入行门槛很低，
现在大大小小的家政公司数不胜数，为了能跟
上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在不停地招聘员工，可
还是会有员工自己单干的现象。尤其是一部分
从业人员一边在家政公司干活，一边还私自接
单，这就很难保障服务质量。”

由于从业人员相对比较分散，出现服务跟
不上的问题时有发生，针对这一现象，该负责
人表示，作为家政公司也只能做出相应的处
罚。但对于没有经过家政公司而直接聘用从业
人员出现问题的现象，家政公司是不予负责的。
消协支招消协支招：：选择家政公司还需选择家政公司还需““擦亮眼擦亮眼””

对此问题，记者采访了青海省消费者协
会，工作人员表示，临近节日各类家政服务公
司价格上涨，消费者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但
由于家政市场缺乏专门部门的监管，难免发生
纠纷。因此，市民在选择家政公司时一定要

“擦亮眼”。
首先要看家政公司的经营资格，尽量选择

自己比较了解、信誉好、服务规范合法的家政
公司。其次要了解清楚家政公司的合同协议、
注意条款细化，约定服务时间、地点、价格、
项目、承担的责任，一旦出现侵害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公司应主动承担的责任。三要注意留
存协议和有效票据凭证，不要与家政服务人员
签订“私约”，避免出现问题后难维权。如果家
政公司在服务上出现随意加价、不按合同履行
服务、服务质量低下等相关问题时，消费者都
可以拨打 12315 投诉电话，进行维权。但对于
私人揽活的现象，省消协的工作人员建议市
民，尽量不要找私人来进行服务，因为在发生
纠纷时很难进行维权，甚至消费者还需要承担
一部分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