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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 快递企业送件时收
件人不在 ， 可能面临快件被冒
领、 丢失、 损毁的风险。 甚至个
人信息被出售、 被泄露， 这些是
消费者常常遭遇的权益痛点， 采
访中， 不少人纷纷吐槽希望能解
决这一 “重灾”。 今年3月， 张女
士将一个价值1200余元的单肩包
和一件100克重的银饰交由快递
公司寄回其老家， 支付了运费12

元。 当快递物品到达后， 由于快
递单上的收件人王先生并不在
家， 快递员与他进行了电话联系
后， 擅自将快件放到了当时无人
看管的小区物管处， 后包裹不知
所踪。

消协：
快件损毁或内件短少
用户可以拒绝签收

消费者验收时发现内件短

少 、 损毁或者与快递运单不符
的， 用户可以拒绝签收， 并在快
递运单上注明原因、 时间， 由收
件人和投递人员共同签字确认。
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拒绝签字的，
投递人员应当予以注明。 建议规
定： 收件人指定代收人的， 快递
人员应当核实代收人员身份。 代
收人代理验货签收的， 由收件人
承担其法律后果。 快递人员未核
实代收人员身份， 造成收件人损
失的， 应当承担责任。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博博雅雅 文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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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贴士

杨桃。 肾不好的人是不能吃
杨桃这种水果的 。 有学者观察
到， 原本肾功能正常的人在饥饿
状态下， 或者大量出汗后 （机体
处于缺水状态）， 于短时间内吃
进大量的酸杨桃汁， 血肌酐会突
然升高， 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
肾病患者若食用杨桃过多， 其所
含的神经毒素会使部分肾病患者
出现神志不清、 四肢无力和手脚
麻木等症状， 甚至昏迷。 而肾功
能衰竭患者即使吃一个杨桃， 也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 重
者会使病情迅速发展成尿毒症，
甚至死亡。

咸食。 在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里， “盐” 被誉为百味之首。 精
美的食材和刀工， 如果缺少盐的
调和 ， 也会变得难以下咽 。 但
是， 盐真的是一种不能多吃的食
物。 研究发现， 高食盐摄入量会
升高尿液中的蛋白质含量， 而这
恰恰是肾脏功能发生问题的危险
信号 。 高盐膳食会增加肾脏负
担， 导致肾脏损伤， 可能会加大
患肾脏疾病的风险。 依据 《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 建议， 每天控制
盐的摄入量少于6克。 而日常很
多食物本身含有钠的成分 ， 因
此， 食物调味时应更少些。

高蛋白食物。 高蛋白食物的
摄入并非越多越好， 长期高蛋白
饮食会使肾脏处于 “超负荷” 状
态。 肉类和豆腐是动植物蛋白质
的重要来源。 蛋白质是构成和修
复机体组织、 器官的重要成分，

参与调节机体生理功能。 但是，
蛋白质虽好， 也不能长期过多食
用。 因为， 蛋白质在体内分解的
含氮废物会随尿液排出体外， 若
进食的膳食蛋白质过多， 随尿排
出的氮也会增多， 加重了肾脏负
担， 不利于肾脏健康。

浓茶。 浓茶含有很高的氟，
而肾脏又是氟的主要排泄器官，
当饮用过量时， 就会超出肾脏的
排泄能力， 导致氟在体内堆积，
因此会给肾脏带来损害。

咖啡。 国外有研究显示， 饮
用咖啡可使人们尿中的钙离子分
泌增多。 这意味着， 人们罹患肾
结石和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增加
了。 据悉， 尿中的钙是肾结石的
重要组成成分 ， 因而尿中钙越
多， 就越容易形成结石。 所以肾
结石的患者每天的咖啡应当少于
2杯 ， 即每天不能超过0.45升咖
啡， 而正常人也不宜超过1升咖
啡。 由于咖啡会阻碍人体对钙的
吸收， 因此长期大量饮用可能引
起骨质疏松。

（张宁）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北京市政
府和市局关于规范管理和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的相关指示精神， 立
足工商职能， 规范商品交易市场
秩序。 8月30日， 丰台分局市场
科对五方天雅互联网＋女装市场
开展调研指导工作， 实地检查了
市场内经营秩序， 现场听取了市
场主办单位对市场管理工作的汇
报， 重点对市场主办单位的 “一

市一档”、 安全生产等档案建立
情况和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
了指导。 并提出如下要求： 一是
市场主办单位要切实增强政治意
识、 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 二是
要加强管理， 彻底排查和消除市
场内各种不安全隐患和风险； 三
是要积极配合商务委、 安监局、
工商局、 公安局、 消防等部门开
展市场内规范管理和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 四是要完善档案建立，
留存相关部门检查痕迹， 落实各
项制度， 保障市场内秩序稳定。

（韩莹）

警警惕惕55种种伤伤肾肾食食物物

丰台工商分局对五方天雅互联网＋
女装市场开展调研指导工作

“先签字后验货、 快件送达时间不定、 损失赔偿数额太少……” 近年来， 随着
快递行业发展迅猛， 在带给我们生活方便的同时， 也出现诸多亟需规范的问题。

近日， 中消协就 《快递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集了意见， 结果显
示， 消费者意见比较集中的第一位就是快件延误、 丢失、 损毁的赔偿问题。 采访
中， 不少消费者都表示遭遇过类似经历， 业内人士对此提出了有关修改意见。

有关快件遭遇延误、 丢失、
损毁的赔偿问题， 近年来一直困
扰着消费者。 如， 宋小姐网购了
一件皮装， 一周后还没有收到，
联系公司被告知包裹丢失， 会做
出相应赔偿。 而最终的处理结果
是： 宋小姐由于快递时没有对物
品进行保价， 只能依 《邮政法》
按照邮资费10元的三倍赔偿， 赔
偿30元。

吴女士曾经通过快递公司寄
递一块价值6200欧元的欧米茄手
表发往成都。 寄递过程中， 网上
信 息 总 是 显 示 该 快 递 在 南 京
航空集散中心， 大概一个月后，
快递公司告知吴女士快递已经丢
失 ， 因 未 保 价 只 能 赔 付 邮 费
的 三 倍共计60元 ， 吴女士对此
答复不能接受， 要求按照欧米茄

表实际价值赔付， 但快递公司不
同意赔偿。

消协：
因快件延误丢失造成损失
可向快递公司索取赔偿

从消费者反馈的意见来看，
对快件延误、 丢失的关注度比较
高 ， 所以针对 《快递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稿）》 第十八条的反馈
意见不少。 第十八条的内容中提
到， 两个以上经营快递业务的企
业可以使用统一的商标、 商号或
者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

同时， 如果用户的合法权益
因快件发生延误、丢失、损毁或者
内件短少而受到损害的 ， 用 户
可以要求该商标、 商号或者快递
运单所属企业赔偿，也可以要求
实际提供快递服务的企业赔偿。

公

告

原北京民用五金工业研究所
（现北京隆达东方电器有限公司）
单位员工秦淑英于 2017 年 2 月 19
日在昌平区华一医院已故，现我单
位无法联系到其近亲属，特登报寻
找，请其近亲属得知后携相关手续
尽快到我单位为秦淑英办理相关
善后事宜。 联系电话：69806252

北京隆达东方电器有限公司

公

告

陈海涛因严重违反了劳动纪
律和外事纪律，根据《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和聘用合同
有关约定，经研究决定，自 2017 年
7 月 31 日起解除与陈海涛的聘用
合同，终止人事关系。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2017 年 9 月 5 日

现现象象 贵重物品保价问题突出22
“贵重物品有时候不一定是

真金白银， 有纪念意义不可复制
的东西也是贵重物品。” 张某说，
他以老师照片为原型向某公司定
制了一个泥人艺术品， 由其通过
某快递公司寄递。

之后， 快递公司将该件送达
收件人传达室， 在无人签收的情
况下自行离开。 结果张某打开包
裹后发现， 小泥人已四分五裂，
他立即找到快递公司要说法， 可
快递公司认为小泥人在寄递时就
已损坏， 而销售商认为损坏是快
递途中野蛮分装造成， 两者都不

肯承担责任。
说起来， 李女士更是满心的

烦恼。 她通过快递公司为广州的
朋友邮寄一台笔记本电脑， 谁知
5天后， 朋友收件时发现电脑屏
幕已碎裂， 当场提出拒收。 李女
士向快递公司索赔， 但快递公司
以她未办理保价业务为由， 坚持
只能给75元的赔偿金。

消协：
有关企业应实行首接首赔
防止相互推诿

“明确使用统一商标、 商号
或者快递运单的企业相互之间应

当承担的责任 ， 防止其相互推
诿。” 对此， 有关人士建议： 用
户的合法权益因快件发生延误 、
丢失、 损毁或者内件短少而受到
损害的， 用户可以要求该商标、
商号或者快递运单所属企业赔
偿， 也可以要求实际提供快递服
务的企业赔偿。 有关企业应当实
行首接首赔。 理由是由首先接到
诉求的企业先行赔偿， 防止发生
相互推诿。

同时， 建议快递企业未尽到
合同条款、 快件保价的提醒义务
或者其他应尽告知义务的， 应当
承担全部责任， 并赔偿消费者的
损失。

现现象象 快件签收混乱成权益痛点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