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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个醒

9块钱就能领证 却花了159
市民婚姻登记花了糊涂钱，相关部门否认与企业“合署办公”

真窝火

□记者 范洪雷

来电读者：周先生(化姓)
来电时间：10月29日

市民周先生(化姓)：28日中

到位于文昌路附近的长清区婚姻

登记处办证。婚姻登记处办公窗

口位于二楼,径直来到二楼业务大

厅窗口,被告知需要相关证件的复

印件和两寸的照片。经过一楼大厅

时注意到挂着“照相复印”的电子

牌。我问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是

否得去一楼大厅照相？工作人员

却急忙称，“这可不是我说的”。

随后，我和未婚妻来到一楼

大厅，复印了一张证件，然后照了

一版两寸的照片，共5张，复印费

用2元，照相费是30元。交完费刚

准备返回二楼业务大厅时，却被

相关工作人员叫住了。一个工作

人员说，赶紧来里面照相。我感到

莫名其妙，和未婚妻走进里屋后，

被安排到了印有“长清区婚姻登

记处”字样的讲台后，工作人员举

起相机就拍。

起初，我以为是赠送的。拍完

照后，工作人员要求我去外面交

费开单据，说“大喜的日子，一般

都会拍”。原以为只需要二三十

元，但交费时，却被告知是88元。

我说不需要宣誓照片，对方

却称，票据已经开了。而且态度显

得很冷淡。无奈之下，我当着工作

人员的面，拨打了市民热线投诉。

原本高高兴兴去领结婚证，

却遇到强制消费，真让人窝火。位

于一楼的大厅没有悬挂任何单位

或公司的牌子，很容易让人以为

是婚姻登记处的办事大厅。一楼

是照相的，二楼就是婚姻登记处，

两者是不是存在什么利益关系？

【记者暗访】10月30日上午，

记者来到长清区婚姻登记处暗访

调查，先后遇到了两对刚办完结

婚证的新人，他们也遇到了“被自

愿”拍宣誓照的事情。

一对新人称，“明显就是欺骗

消费，拍照前啥都不说，拍完照却

让交钱。”两人以不知情为由，没

交88元。另一对新人称，原本以为

来领结婚证只需要9元工本费就

够了，没想到却花了159元。“拍摄

两寸照片及复印花了32元，工作

人员推销了两个结婚证礼盒花了

30元，拍摄宣誓照片花了88元，加

上结婚证工本费9元，一共花了

159元。开的两张收据也被收回

了。工作人员一直说，大喜的日

子，别人都照了。”这对新人给记

者出主意称，只要自带两寸照片

和相关证件复印件，只需要交纳9
元的工本费。

随后，记者以办理结婚证为

由进入一楼大厅，一名工作人员

介绍称，照两寸的相片，一版5张，

29元。拍摄宣誓照两张，正在打

折，需要88元，“都是自愿的，可以

开具发票。”

接着，记者来到了二楼业务

窗口，一名工作人员说，与楼下的

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收取

9元的工本费，照片可以自带。”

【婚姻登记处回复】10月30日
下午，记者联系到了长清婚姻登

记处的卢姓负责人，他说，二楼业

务窗口与一楼大厅没有任何关

系，也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登记

处大约是2012年左右搬迁过来

的，不清楚一楼是具体什么时候

搬来的。”据他了解，一楼公司是

名为“无限创意”的私营企业。随

即，他给出该公司办公电话，让记

者与该公司联系。

【企业回复】记者联系到一楼

大厅的一名负责人董(音)女士，

她称，与婚姻登记处不存在任何

关系。对于“被自愿”拍摄宣誓照

的情况，她解释称，大厅内悬挂着

具体的价目表，在拍照时，工作人

员也会主动告知相关收费情况，

“有的时候，人员比较多，工作人

员可能忘记提醒。”

董女士还介绍，公司名为“泉

城服务中心”，隶属于“无限创意

公司”，此前在大厅外称挂着醒目

的牌子，但由于婚姻登记处的牌

子太大，导致公司的牌子没有地

方悬挂，就取消了。

【民政局回复】济南市民政局

社会事务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回

应记者，社会事务处是对婚姻登

记处的具体业务进行指导，仅因

登记处在二楼、照相的公司在一

楼 ，很 难 认 定 两 者 是“合署办

公”。“如果照相的公司和登记处

没有瓜葛，我们无法管理，也管不

着。”她称，将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没带发票
不能邮寄中草药

□记者 李培乐

来电读者：赵先生

来电时间：10月30日

赵先生：我外地的一个朋友，

熬中草药需要购买六月雪，但是

他们当地没有。就打电话让我去

药店给找找看。

我找了第一家药店，工作人

员说，这种药用得很少，店里没

有。好在第二家店里有这种中草

药，不过就只有一斤的量了，于是

我就全购买了。购买后我就来到

一家邮局快递中草药。工作人员

一句话把我给问蒙了，要我出示

发票。可是，我的发票早就被我扔

家里了，这下好，白白跑了一趟。

后来，又去拿回发票，才顺利将药

品寄出。

【记者调查】其实这也是为了

保证物品的真实性和不违法性，

因为很多的物品是禁运的。记者

来到燕翔路这家邮局，工作人员

说，去年开始药品邮寄就需要验

证发票，如果没有发票是绝对不

可以邮寄的。因为，工作人员也要

核查，没有发票就无法证实你所

说的种类。

记者曾经采访天桥公安，民

警称大部分的毒品都是通过快递

来运输。邮局虽然严格，但这也是

为了大家好。

【提醒】如果你要是邮寄药

品，可是要记着，发票一定不能扔

了，要保管好，在邮寄的时候出

示，方能邮寄药品。

年底找对象出绝招 骑马相亲走起
爸妈又在催你结婚了吧？那就来参加本报联合我主良缘举办的骑马相亲活动吧！咨询电话： 82967520

骑马相亲？是的！11 月 15 日，生

活日报将携手我主良缘推出一场

“马背上的相亲会”，多位泉城各行

业的优秀单身男女齐聚彤骏马术俱

乐部，共同开启一段浪漫热辣的相

亲之旅。目前活动报名已经开始，想

带对象回家过年的单身朋友，赶紧

拨打热线报名吧！

一对一相亲效率低

白领呼吁创意相亲活动

“昨天刚见了一个相亲对象，聊

了不到五分钟就说拜拜了。”今年 28
岁的王女士是一家外企的财务经

理，时尚靓丽，经济条件也不错，“26
岁以后就有紧迫感了，开始马不停

蹄地相亲，尤其到了周末和节假日

甚至比上班还忙。”

跟很多适龄单身朋友一样，工

作忙、交际圈子窄，亟待婚嫁的王女

士选择通过相亲这种捷径寻找合适

的另一半。“不过我生性慢热，见了

不少也没有遇到十分合适的。”眼看

十月即将过去，面对父母的催促和

年龄上带来的压力，王女士十分苦

恼。

“圆桌子旁一人坐一边，两双眼

睛、两张嘴，你看我我看你，沉默一

分钟以上就浑身不自在，相亲敢不

敢再无聊一点？”与王女士一同报名

相亲活动的闺蜜陈女士倒是心直口

快，“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可能性怕

是微乎其微了，但是一对一的相亲

也实在有点让人别扭尴尬。”陈女士

一席话，说出了很多单身白领相亲

面临的困惑。

红尘作伴、策马扬鞭

遛马场上邂逅好姻缘

为了让单身朋友能够在轻松欢

乐的氛围中邂逅良缘，本报联合我

主良缘高端婚恋于 11 月 15 日推出

一场“马背上的相亲会”。活动当天

早上八点半，男女嘉宾将统一乘坐

主办方的缘分巴士前往彤骏马术俱

乐部。值得一提的是，彤骏马术俱乐

部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是很多都市

男女十分青睐的休闲胜地。

到了目的地以后，男女嘉宾将

首先进入主办方精心布置的缘分

室，逐一进行自我介绍，并开展一系

列的破冰游戏，等彼此有一个初步

的了解后，将正式进入“骑马会友”

的环节，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男女

嘉宾有机会尝试骑马、射箭、攀岩等

多项新鲜刺激的项目，在异性

面前展现飒爽英姿的精神面

貌，表现优秀者将有优先选择

异性搭档的权利。

“这样的相亲活动新鲜有

趣，即便是没找到对象，也是

一次不错的放松体验，而且交

际圈子扩大了，也不枉此行。”

陈女士对活动这样评价。

【活动时间】

11 月 15 日(周日) 8：30-15：30

【报名方式】

1 . 拨打热线电话：0531-82967520(接

听时间：9：00-20：00)；

2 . 报名地址：解放路 43 号银座数码

广场 1808 室(华强地产对面)。

往往期期活活动动男男女女嘉嘉宾宾互互动动现现场场。。

□记者 范洪雷

来电读者：王女士

来电时间：10月27日

王女士：我毕业后就拿着报

到证来到历城区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报到了，可是现在档案咋不见

了？我2007年从济南职业学院毕

业，如今因为工作评职称急需个

人档案，去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却

被告知未查到，这让我十分着急。

【记者调查】27日下午3点左

右，记者联系到了历城区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一名汪姓工作人员

称，查询了历城区和济南市的人才

交流服务中心都没有查到王女士

的档案。“我们查到了王女士的同

学的档案，但是没有查到她的。”

该工作人员称，当年，来人才

交流服务中心报到时，只需要拿

着本人的报到证登记相关信息即

可。“我们会根据登记的信息，再

到济南市人才交流中心提取相关

报到人员的档案。”她称，并没有

王女士档案的相关记录，她的档

案当时可能被学校遗漏了，没有

提交到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了济南

职业学院，该校就业指导中心的

一名陈姓工作人员称，目前，学校

就业指导中心只保留着2010年以

后毕业学生的档案提取记录。他

介绍，2007年左右，学校正处在并

校时期，当时学生档案的管理存

在一定混乱。

“学校还有一个集中的档案

室，我们会尽快联系王女士，仔细

查找她的档案是否在档案室内。”

陈姓工作人员称。历城区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的汪女士介绍，一旦

无法再从学校查找到档案，补办

起来会非常麻烦，“涉及到从小学

到大学的各个环节。”

毕业八年 去人才中心咋找不到档案

真着急

一楼大厅是照相的企业，二楼是婚姻登记处。 记者 范洪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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