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家政公司要“五看五注意”
本报讯 （记者 李月娟 通讯员

李栋） 春节临近 ,家政服务业又到了
旺季。 近日 ,西宁市消协根据案列分
析， 归纳出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
部分家政公司缺乏诚信， 如不按时上
门服务， 推脱责任； 部分家政公司从
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部分家政服务
公司不仔细核实服务人员的身份、 健
康状况就给消费者提供服务。

因此， 西宁市消协提醒广大消费
者选择家政服务公司要 “五看五注
意”： 一看家政公司经营资格， 注意
公司是否有营业执照， 尽量选择信
誉好、 服务规范合法的家政公司。
二看家政公司合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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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公司应主

动承担的责任。 三看家政公司有无
票据， 注意留存协议和有效票据凭
证避免出现问题后难维权。 四看家
政公司安全防护措施， 注意在高空
作业时是否为服务人员购买人身保
险， 以免出现纠纷时消费者自己承
担损失。 五看家政公司服务人员素
质， 注意不要贪图便宜选择素质低
又没有经过培训的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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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锤定音：33 处“国”字铺面租出去了
西宁市举行本级国有资产商铺租赁权首场拍卖会

本报讯 （记者 周建萍）“430
万（元）第一次，430 万第二次，还
有没有人要加价？ 好，430 万第三
次，成交！ ”2 月 6 日上午，在省城
武警招待所会议室，拍卖师肖西萍
环视席下， 确定没有人再举牌后，
使劲敲了一下拍卖锤， 确定 36 号
竞标者成功拿下同仁路一家宾馆
一年的租赁权。

当天， 西宁市举行首场国有资
产商铺租赁权拍卖会，市级行政事
业单位近 7000 平方米的商铺公开
招租，成交额达 635.7 万元，率先在
全省开启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模式。

根据西宁市政府《关于印发西
宁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对外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宁政办 [2014]94 号），2014 年，西
宁市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
成立了联合核查小组，对市本级 52
个行政事业单位对外使用的 601 间
76331.75 平方米资产信息、 权属证
明、合同展开逐户逐项核实，并建
立国有资产对外使用台账和数据

库，全面掌握西宁市行政事业单位
资产动态信息， 实现精细化管理，
为公开招租奠定基础。

在召开首次拍卖会前， 西宁市
财政部门已对产权清晰，且无经济
纠纷的西宁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西
宁 市 委 党 校 等 6 家 单 位 33 间
6900.97 平方米商铺进行公开招租
工作。 为了保证国有资产对外使用
公开招租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西宁市财政部门聘请评估机构，评
估房屋市场租赁价格，对竞争参与
公开招租的四家拍卖公司开展了选
定评审，最终确定青海钰容拍卖有
限公司为此次公开招租工作拍卖的
委托单位。 当天，经过激烈竞拍，所
有商铺全部成功拍出，最终成交价
为 635.7 万元， 原承租价增值 473
万元，增幅 291%。 较市场评估价格
溢价 206.9 万元 ，增幅 48.2%。 此次
公开招租，也为今后加强西宁市行
政事业单位对外使用国有资产的规
范运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工作开了个好头。

头一天买的车
第二天出车祸

本报讯（记者 保嵘）2 月 3 日 11 点半左右，
省城共和路和昆仑路十字路口，一辆挂有临时牌
照的越野车和一辆轿车相撞，轿车的挡风玻璃及
引擎盖撞损，越野车撞上路灯，车内安全气囊弹
出造成一人受伤，导致交通拥堵。

当日 11 时 40 分，记者在现场看到，交警正在
十字路口疏导交通， 出车祸的两辆汽车停在马路
中间，车头撞在路灯上的越野车引擎盖破损，轿车
引擎盖被撞至十米远，路面上泄漏大面积机油。

“这辆车是朋友昨天新买的， 今天刚买的保
险，我们过这个路口时还是绿灯，我一直跟着前
面那辆车。”据越野车司机王先生介绍，当时他开
着车在中间车道准备过路口时，左边有一辆公交
车， 他看见绿灯还剩四十多秒便继续向前行驶，
到路口时发生了车祸，坐在副驾驶的车主被弹出
的安全气囊打伤，已送往医院。 自东向西行驶的
轿车车主苗先生说，车行驶至共和路口时，自东
向西左转弯绿灯亮， 他的车是左转的第一辆车，
在转弯时发生车祸。

据西宁市交警支队城东事故一中队交警宋志
军介绍，一辆转弯的车和一辆直行的车相撞，当时
都是绿灯，具体情况需等到调取监控才能定性。

快递哥卖萌

本报讯 （记者 彭娜 实习生 杨婉莹） 在网
购盛行的今天，让“剁手族”最激动的事莫过于
取快递了。 前些日子，网上“最萌快递小哥”着实
火了一把，近日，有市民发现，西宁的快递哥也开
始卖萌了，为收快递增添了许多乐趣。

前些日子，网上关于“最萌快递小哥”的段
子火了一阵子。 比如快递哥送包裹前，会发一条
诸如此类的信息：“麻烦您有空像一只小鹿一样
欢快地跑过去拿一下”或是“麻烦您像一只小蜗
牛一样背着阳光悠哉悠哉地过去拿一下”。之后，
快递哥会要求客户回复确认，客户回复“喵”后，
快递哥则应景地回复“汪”。 网友们说，这样的对
话比“你有包裹，麻烦来取一下吧”有趣得多，也
让“剁手族”多了些许期待。

在西宁，市民吴女士也遇到了一位调皮的快递
哥。 有一次，一位中通快递哥打来电话说：“主人，
猜猜我是谁，我想请你喝杯咖啡，就在楼下。 ”吴女
士一脸疑惑， 后来才知道是快递哥通知她收包裹。
还有一次，不确定包裹是否为货到付款，吴女士就
多问了一句“要钱吗？ ”快递哥故作神秘地回答：
“要，请准备好五百万元来赎你的快递宝贝。 ”

“主人，我是你的快递宝贝，我被圆通快递劫
持到翠雍天地小区门卫处， 六点之前你不来救
我，他们就要撕票了！ ”收到这条“萌萌哒”的信
息，李女士忍不住笑了，她回复：“明天下午带着
赎金来解救你。 ”李女士说，与以往收快递相比，
现在更轻松、愉悦了。 她认为，顾客与快递哥之间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和谐。

去年 5 月，西宁市政府出台了《市级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使用管理暂
行办法》。《办法》从管理机构及职责、出
租与出借、对外投资与担保、收益管理、
监督检查等方面对市级国有资产对外使
用管理进行了全面规定。 行政事业单位
改变资产配置用途，将国有资产对外使用
的，须严格按照规定办理报批手续，未经
批准，行政事业单位不得将国有资产对外
使用。 由市财政部门负责市级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对外使用事项的审批、监督
等管理工作，市级各主管部门负责审核、
申报本部门和所属单位国有资产对外使
用相关事项。

《办法》出台后，全市各行政事业单
位将对出租、 出借国有资产进行全面自
查，市财政会同市纪委、监察、审计等相
关部门对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
资产进行逐户逐项清理核实，切实充实完
善行政事业单位出租、出借资产台账及数
据库，建立健全西宁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对外使用管理的长效机制。

☆相关链接☆

西宁市消协发布消费警示

本报讯 （记者 李 月 娟）2 月 6
日，在省城翠雍天地小区,两名身穿工
作服、 手提塑料清洗桶的家政公司员
工步履匆匆。 “今天有三家雇主等着
我们去打扫卫生。 ”“我今天也有两家

雇主，我也得抓紧时间啊。 ”两名家政
人员一边走，一边交流。

家政公司一名员工告诉记者，这
些天他们手中的活很多，每天的工作
量是平时的两倍多，早出晚归 ,虽然

辛苦，但每天的收入不错。据了解，近
年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观
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市民喜欢在春
节前雇请家政公司员工到家里打扫
卫生。

春节前，家政公司员工赶场忙

2 月 8 日 15 时 30
分 ，一辆出租车由北向南
行驶在省城新宁路时突
然出现故障 ，停在马路中
央 ，两位热心市民主动将
出租车推移到路边。

本报记者 祁晓军 摄

“剁手族”乐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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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二星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