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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根据《快递杂志》消息报
道，包括EMS、顺丰、中通、申
通、圆通、韵达、百世、德邦、京
东物流、苏宁物流在内的这十
家快递企业均表示，今年春节
期间不打烊。

一位不愿具名的快递企业
公关负责人说：我们春节都是
不休息的，具体说一些细节的
做法，得看我们官方的公告。

根据梳理，苏宁物流近日
率先打响了春节快递不打烊服
务；而作为每年春节期间的寄
递服务“主力军”，EMS表示会
像往年一样“无缝隙、全覆盖、
不停休”；韵达速递官方公告
称，总部将成立“春节期间快递
服务运营小组”，协调、指挥全
网络快递服务工作，同时，将对
相关地区的汽运、航空线路进

行调整、优化，部分地区快件时
效将有一定调整。

按照惯例，春节期间，部分
快递企业会加收一定的服务
费。EMS和顺丰往年加收10元
左右的费用，韵达方面表示，考
虑到春节期间业务量、成本等
各种因素，每票快件会加收10
元服务费。

据央广网

多家快递表示春节不打烊
部分快递公司节日期间将加价

春节将至，一波消费高峰
即将到来，为此中消协近日发
布2018年春节消费提示，包括警
惕“感恩答谢会”、商家优惠促
销陷阱等，针对消费者对“扫码
送礼”新型诈骗模式的防范不
足，中消协提醒要时刻提防个
人信息泄露。

一是警惕“感恩答谢会”专
坑老年人。一些无良经营者通
过频繁组织老年人参加免费的
招待会、健康讲座等会销活动，
诱骗老年消费者购买质次价高
甚至是“三无”保健品，在骗取
老人钱款后即逃之夭夭。

二是要理性对待商家优惠
促销。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面
对商家诸多“优惠购物”诱惑
时，应保持理性，避免因贪图优
惠而盲目购物，掉入商家精心
设置的购物陷阱。

三是小心扫码送礼品等新
型诈骗。春节临近，在超市门
口、大型购物中心等，总有很多
赠送牛奶、食用油、食品、工艺
礼品等活动，但有些“赠送”需

要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关注微
信、填写身份证号、手机号及点
头视频等，骗子利用所取得的
个人信息开通账号进行贷款等
非法活动，让消费者不知不觉
间背负巨额债务。

四是办理预付卡要谨慎。
作为餐饮、美容美发、健身娱乐、
洗车洗衣等服务行业办理预付
卡或续卡促销高峰期，此时消费
者要审慎了解商家的资信情况，
注意充值金额不宜过大，对相关
服务内容进行书面确认，最好与
商家签订协议开好发票并与刷
卡单等凭证一并保存。

五是预定年夜饭要用心。
要尽量选择自己熟悉、口碑良
好、诚信经营、安全可靠的餐
厅。避免因预定或考虑不周，导
致后期维权证据不足而产生不
必要的消费纠纷。

六是出门旅行要留神。通
过旅行社春节出游的消费者，
尽量选择有合法资质、规模较
大、信誉较好的旅行社。要到旅
行社营业场所签订旅游合同，

对行程安排、酒店标准、购物次
数、收费项目、违约责任等作出
明确约定，避免日后发生纠纷。

七是挑选家政要谨慎。消
费者选择家政服务时，要选择
相对有实力、用工制度健全的
正规企业；认真阅读服务条款
或者合同，尽可能将条款细化，
避免出现问题后难以维权。

八是少买花炮减少污染。
中消协倡导减少购买和文明燃
放烟花爆竹，践行绿色、低碳、
环保的消费方式，过一个绿色
低碳环保春节。消费者在燃放
烟花爆竹时要特别注意安全，
在购买烟花爆竹时要注重商品
质量和品牌，防范以质量伪劣
带来人身财产伤害的风险。

九是在滑雪、游乐场游玩
时注意安全。为减少意外的发
生，消费者应选择正规、安全设
施齐全的娱乐场所，同时要增强
自身安全防护意识，使用专业装
备，佩戴安全防护设备。同时要
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相应难度等
级的娱乐项目。 据中国新闻网

中消协：警惕扫码送礼等新型诈骗

《最后的莫西干人》———
印第安音乐家亚历桑德罗
中国巡演
时间：1月26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票价：80元

我们的中国梦——— 2018年
山东新春民族音乐会
时间：1月26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40-380元

京剧《小商河》《逍遥津》
《春草闯堂》
时间：1月27日19：15
地点：济南北洋大戏院
票价：20、50元

《跟屁熊之妈妈去哪儿》
时间：1月27日15：00
地点：都市实验剧场-JN150剧场
票价：100元

成长体验儿童剧
《恐龙妈妈》
时间：1月27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票价：80-180元

京剧《范进中举》
时间：1月28日19:15
地点：北洋大戏院
票价：20-50元

巴啦啦小魔仙豪华亲子歌
舞剧《彩灵堡的色彩奇缘》
时间：1月29日19：30、30日15：0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演艺厅
票价：50-380元

京剧《拾玉镯》《八大锤》
《文昭关》
时间：2月1日19：30
地点：山东梨园大戏院
票价：20-100元

京剧《小宴》《钓金龟》
《法场换子》
时间：2月2日19：30
地点：山东梨园大戏院
票价：20-100元

儿童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时间：1月27日19:30
地点：烟台福山剧院
票价：50-200元

3D亲子音乐剧《阿拉丁与
神灯之沉睡精灵》
时间：1月30日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50-200元

宋飞弓弦梦之《心弦逐梦-
2018·宋飞二胡名曲音乐会》
（1米以下儿童谢绝入场）
时间：1月31日19:30
地点：潍坊音乐厅
票价：50-180元

沙画艺术公益课
时间：1月31日14:30-16: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遐
园·国学讲堂(大明湖路275号)

陶艺公益课
《手工陶艺+手绘海瓷》
时间：1月27日、28日9:30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四教室

创客体验公益课堂
《门禁系统—起落杆》
时间：1月27日9:30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三教室

皮皮毯创意科学公益课堂
《遨游电力王国》
时间：1月27日、28日9:50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613教室

“会说话的绘本”
《神奇的善意》
时间：1月27日（周六）10:00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楼活动室

少儿中国画公益课堂
《兰花的画法》
时间：1月27日（周六）14:30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四楼第三教室

“激情学外语 快乐求发
展”《我有五种感觉》
时间：1月27日下午14:30
地点 : 青 岛 市 图 书 馆 大 厅 西
Foreign Language Space(延吉
路109号)

少儿京剧艺术公益课堂
《净角、丑角》
时间：1月28日（周日）9:30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五楼报告厅

少儿美术之色彩艺术公益
课堂《机器猫（画T恤）》
时间：1月28日（周日）9:30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五楼504教室

“ 会 说 话 的 绘 本 ”《 T h e
Wheels On The Bus》
时间：1月28日（周日）10:00
地点：山东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二楼活动室

济南公交82路恢复原
西泺河路运行路段

本报1月24日讯 记者今天
从济南公交总公司获悉，西泺河
路已具备公交通行条件，为方便
西泺河路沿线居民出行，82路将
于1月26日起恢复西泺河路原运
行路段。

82路恢复西泺河路运行路
段后，沿小清河南路向东、西泺
河路向南、清河实验学校南侧道
路向西、生产路向南恢复原线，
恢复柳云村、柳云小区、清河村
北、生产路北园大街站点，撤销
临时增设的水园新区、水屯庄、
水屯小区、阳光小区、北园大街
北关北路站点。 记者 郝小庆

缘生妙有·随缘自在———
吴卿金雕木刻精品展
时间：1月24日至3月4日
地点：山东博物馆一楼5号展厅

以古开今 传承创新———
田黎明、赵建成、江宏伟、
刘万鸣中国画作品邀请展
时间：1月27日至3月17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一楼A1展厅

包车或租车出行正
成为越来越多消费
者春节出游的时尚
选择，消费者要注

意以下事项：

选择具有合法营运资质、诚信度高的汽车租赁企业、车辆
和驾驶人；

认真审核并签署合同，尤其对车型、提还车时间与地点、计
价方法、押金数额、预付款、事故解决、违约责任和保险理赔
条款要特别关注；

提车时要仔细检查车况及油况，如有问题及时与出租方交
涉，要求更换车或拍照留取证据。不要选择没有营运资质的

“黑车”，否则一旦出现安全事故，乘客很难获得相应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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