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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9点了还拍门抄表

住户打110报警

女住户：我怀疑她是来踩点的 抄表员：若白天找得到人，谁愿意晚上加班来抄气表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唐奇

入户抄表

引发争执

她的不安：

是来踩点的吗？

她的无奈：

找了他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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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抄表员为何要在夜里登门呢？随

后， 记者来到四川联发天然气有限责任公

司簇桥客服中心， 找到了当晚登门的抄表

员张露。

张露做了整整4年的抄表员， 所负责的

抄表住户总数超过3000户。她介绍，年底了，

按照公司要求，她必须对这3000多户住户完

成安全检查，“一户都不能漏”。

四川联发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用户管

理部部长武庆证实了她的说法。武庆告诉记

者，按照公司要求，对于辖区内的电梯公寓，

每户至少每隔两年就要做一次安全检查。对

于像铁佛名苑这种老小区，抄表员至少每年

要完成一次入户检查。

张露向记者出示了两份名单。第一份名

单显示，截至今年10月23日，她负责的3000

多户中，有228户没有完成安全检查。第二份

名单显示，截至11月11日，还有108户没有完

成安全检查。

由于时间紧张，更麻烦的是这108户很难

找。要么是房子已经出租，要么是一年短暂居

住。更让抄表员头疼的是，这些住户大多没有

留下联系电话，或者联系方式已经变了。

武庆介绍，事实上，每年的安全检查工

作，从年初就开始了。换句话说，这108户住

户，张露已经找了他们将近一年。

据张露回忆，事发当晚9点多，张露来到

铁佛名苑B区，看到17栋4楼的这户住户家中

亮了灯，她赶紧上楼敲门。张露说，在表明身

份并说明了登门事由之后，对方让她“稍等

一下”。 张露心想， 可能对方在洗澡不太方

便，类似的情况她以前也遇到过。

随后， 她听到屋内似乎有人在打电话，

隐约听到“这么晚了，不能开门”。此时，距

离第一次敲门大约过了5分钟。 考虑到对方

的顾虑，她再次敲门，指着自己身上的工作

服以及工作牌继续表明身份，但对方始终不

愿开门。如此僵持了大约十分钟，张露说，当

时自己确实有些生气：“我这么大半夜的加

班，为啥就不能配合一下工作？况且，做好安

全检查，也是为用户的安全着想啊。”

张露承认，因为隔着防盗门，她不得不

提高嗓门。但对于态度不好的指责，张露予

以否认：“我至少说了三遍 ‘感谢你支持一

下我们的工作’。”

对于住户的抱怨， 张露感觉非常委屈

和无奈：“如果白天能找到人，谁愿意晚上

来呢？”

荩如果你是一名抄表员，在你日常工作中，是否有过像张露这样的尴尬和无奈？是

否也吃过闭门羹，遭遇过不信任？

荩如果你是普通市民，是否也曾因为抄表员夜里拜访而心怀忐忑？对此，你有何看

法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荩不管是倒苦水还是提建议，欢迎拨打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畅所欲言。

入户抄表有多难？

被狗咬，车被偷

经常半夜才回家

张露家住在双流，每天早上

8

点

多，她就要从家里赶到簇桥，开始一

天的工作。在她的包里，有一份三千

多用户的用户名单， 分散在三四十

个不同的小区。 大多数住户的抄表

和安全检查工作， 都可以在白天完

成。对于这部分难找的住户，抄表员

们只能在晚上碰运气。到了晚上，抄

表员们就对照着名单， 各个小区逐

一转，“碰到住户回家， 赶紧完成工

作”。 这也让她们没有固定下班时

间。以簇桥客服中心的

5

名抄表员来

说，晚上八点半下班就算早了，大多

数时候她们会守到晚上

11

点多。

随着远程气表的逐步推广，“入

户抄表”将成为历史。但是，用气安

全检查还得一一上门。

蔡茂文是簇桥客服中心的一名

维修工兼商业用户抄表员， 今年上

半年，他在上门检查住户气管时，就

丢了一辆电动车。 公司做了一些补

偿， 但蔡茂文自己也承担了一部分

经济损失。

另一名女抄表员范琼曾经被狗

咬过。去年夏天，范琼上门抄表，住

户刚一开门，就冲出一条狗，咬在范

琼的大腿上。因为穿的短裤，当时就

流血了。 范琼打了近一个月的狂犬

疫苗，期间还得照样上班。昨晚八点

半， 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上范琼

时，她正在各个小区内寻找住户。她

预计，自己要到十点钟才会下班，到

家都是晚上

11

点了 。（应当事人要

求，张露系化名）

“入户抄表”的尴尬和忐忑

你遇到过吗？ 拨热线谈谈你的看法

四川联发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簇桥客

服中心主要负责簇桥一带的居民用气，辖区

内的总户数大约十多万户。近年来，随着气

表改造工作的逐步推进，很多有条件的小区

都已经改用远程气表。远程气表的好处就在

于，不需亲自上门读表。但部分老旧小区，依

然使用老式气表，需要抄表员上门抄表。

目前，在该客服中心，包括张露在内总共

有5名抄表员，均为女性。为何选择女性？公司

的考虑是，女性更容易赢得住户的信任。

武庆透露，在抄表收费方面，公司都没

有做百分百的强行要求。如果一名用户长期

不在家，抄表员们可以根据他此前的使用习

惯，大概估计一个数。或者，以手机短信或者

在门上留字条的形式告知，请住户把气表读

数发给抄表员。

但这些方式只能解决抄表问题，至于安

全检查工作，必须要求抄表员进门检查。“加

上现在进入冬季，属于用气高峰期”，因此，

做好每年一次的安全检查，也是为了用户自

身安全。

在了解事情经过后，武庆一方面提醒抄

表员要注意工作方式，另一方面，他也希望，

广大用户能够理解抄表员们的工作。

深夜9点，如果有人敲门说上门抄气表，你会开门吗？

前晚9时许，家住簇桥铁佛名苑小区的李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这名年近六旬的大

妈出于安全顾虑，选择了不开门；女抄表员更委屈：“我都找了你快一年了，就不能配合一下

工作吗？”双方不仅隔门发生争执，还惊动了警察。

前晚9点多，李女士正在泡脚。这时，门

外响起的一阵敲门声，扰得她一夜无眠。

李女士长期在外地居住，一年在成都住

不了几天，这次是为了看病，才从外地回到

成都。刚回来没几天，就听到小区邻居议论，

最近小区里发生了两起入室盗窃。物管也提

醒大家，对于入室盗窃，大家应该多点防备。

“所以一听到敲门声，我有点警觉，就在

想是不是来踩点的？”李女士回忆，她马上擦

干脚来到门后，答应了一声。但因为害怕，她

不敢从猫眼往外看。此时，敲门人告诉她，自

己是来抄气表的，听声音对方是个女的。

李女士有些奇怪，“抄表咋不白天来？”

门外回应：“白天来了，你家没人。”尽管门

外女子反复表明身份， 但李女士还是不放

心，“我快60岁了，一个人住，身体又不好，她

要是进来对我做点啥子，我咋挡得住？”李女

士提出 “能否自己抄了之后把读数告诉物

管”，但女子表示，除了抄表，自己还要做用

气的安全检查。

门外女子坚持不走， 这让李女士有些

慌。她只得虚张声势，先是假装喊老公，随

后又喊娃娃，但是这些都没有“吓跑”门外

女子，对方一再要求进屋抄表。李女士说，

双方僵持了十来分钟， 门外的嗓门越来越

大，并且还不断敲门。李女士越来越没辙，

只得选择报警。不过，警察赶来时，门外女

子已经离开。

警察后来告诉李女士， 门外女子确实是

燃气公司的抄表员。不过，经历这件事后，李女

士一夜没睡。昨日一早，她离开成都去了重庆。

虽然女子身份搞清楚了，警方也证实当

晚双方的争执是个误会，但李女士依然心有

疑惑：“抄表为啥不能白天来呢？”

女住户：

我独居，抄表为啥不白天来？

抄表员：

若白天找得到人，谁愿意晚上来？

公司：

抄表可以灵活，但安全检查必须进屋

在天地和装修，保证全部采用知名大品牌，真材实料，假一罚十！
三锤砸向虚假材料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推出的工厂价豪华全包套餐，不光包括设计、人工、水电等所
有的人工项目；还包括橱柜、卫浴、地板、木门、灯饰等所有主材基材，还包括沙发、茶
几、电视柜、餐桌、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衣柜等全房家具，以及液晶电视、
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房家电！装修完成后，家中一应俱全。同时，在装修的过程中，
业主不用自己出一分力，也不用自己买一个钉，只需配合装修进度，所有装修项目一
站式完成，不用再花一分钱，即可拎包入住！

1、家装大揭秘
———什么是真正的拎包入住！

以100平米3房2厅为例，如果是自己装修，人工26000元+基材16600元+小五金
9050元+主材32500元+厨卫18000元+全房电器 24000元+全套家具95000元=221150
元，而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100平米3房2厅，工厂价只需189800元，比自己装修
足足省下3万多元，现在参加天地和“年终感恩答谢会”，工厂价基础上立返60000元，
轻轻松松省了9万元，省下的钱可以再买一辆小汽车。

2、比比价：
工厂价装修，比自己装修能省1辆车钱！

2014装修业主必读———只花5分钟让您立省9万元仲铁锤三锤怒砸家装暴利市场
天
地
和
豪
装
工
厂
店
总
裁

仲
志
强

总裁名片：
仲铁锤，原名仲志强，家装界传奇人物，天地和豪装
工厂店创始人。因为他敢于在装修界承诺：不满意，

立刻用铁锤砸掉！所以，业界人称“仲铁锤”！

天地和年终感恩答谢会，装修减免6万元

从“普通工人”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
笔者了解到：仲总原来是建材厂的普通工

人，如何一跃成为集团总裁，开创出全新的“工
厂价装修模式”？在笔者的追问下，仲志强道出
了成功的秘密。

仲志强出身平凡，从21岁开始便进入一家地

板厂工作，从下料到喷漆每个环节，他都非常熟
练。后来他又先后去过地砖厂、陶瓷厂、家具厂，
仲志强回忆说，他在12年的时间里，一共去过6家
建材厂和2家家具厂，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用12年
的时间，了解透了整个家装行业的方方面面。

2010年，仲志强回老家帮弟弟装修婚房，他
到装修材料市场后，惊讶的发现：原来，装修材料
如此之贵！比他了解到的出厂价最少要贵2~5倍，
这可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仲志强靠着厂家熟人的关系，所有装修材料

和家具都是按照出厂价拿货，按照市面价格对比计
算，弟弟的一套110平米的房子，居然少花了8万元。

这次偶然的装修经历，使他受到巨大的启
发：为什么不把所有装修产品全部按照出厂价供
货，取消一切中间加价环节，这样，老百姓装修至
少可以省30％至50％的钱。

觉得这条路子可行，仲志强立刻贷款300万

创建了天地和豪装工厂店。天地和，就是要做厂
家的直销中心，让业主拿到一手货源，省掉一半
的装修费。

2011年，仲志强在南昌成立全国第一家豪装
工厂店！
2012年，仲志强先后在武汉、长沙、无锡成立第

二、第三、第四个豪装工厂店，整个业界大为震动！
2013年，仲志强对豪装工厂店全面改进，模

式更加成熟，又在沈阳、成都、南京、西安、济南、
重庆成功开店，天地和一跃成为中国极具实力的
家装集团，仲志强也成为当今装修界极具传奇色
彩的人物！

一次小启发引发装修行业大革命

一锤砸向家装暴利
贵一万补一万！贵十万补十万！

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保证比你自己装修还要省钱，如果您在
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贵了，贵1万，补1万；贵10万，补10万！

我代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面向成都装修业主，做出书面承诺：
保证施工质量，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由天地和承担！
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修，保证比你自己装修还要省钱，如果您在天地和豪装工厂店装贵

了，贵1万，补1万；贵10万，补10万！装修业主享有“一票否决权”。在装修白皮书上，每一道装
修工序的后面，您都可以打√或打× 。您打√，就表示您“满意签收”了，我们就继续开工！
前一项不打√，我们绝不进行下一项施工。如果你打× ，我们就砸掉重装，就是装好的厨房、
卫生间，都可以砸掉重装，天地和保证无一句怨言，您不用为砸掉重装的费用掏一分钱！

二锤砸向劣质工程

报名
热线028-86633336
※由于“年终感恩答谢会”活动优惠空前
巨大，名额仅限99套，时间仅限3小时

主题：“2014天地和年终感恩答谢会”暨
天地和“工厂价豪装”新闻发布会
时间：仅限本周日，仅限3小时

(11月16日下午2：00-5：00)
地点：天地和豪装工厂店成都市青羊区江

汉路29号附10号(新华宾馆东楼)
内容：发布会现场不仅有成都商报等多家

媒体对天地和的承诺全程见证，更有价值1000
万元的丰厚的大礼现场发放。

天地和新闻发布会
在成都隆重召开
天地和新闻发布会
在成都隆重召开

一减6万元
二送8大家电

三以旧换新
四送金镶玉

现场签约业主，减免60000元装修工程款！签约
再送2万元感恩大礼包。

免费赠送价值2万元的全房8大电器！(美的空
调2台，创维42寸电视机1台，华帝油烟机1台，华
帝灶具1台，美的三门冰箱1台，美的10升燃气热
水器1台，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1台)

装修套餐内所用21件家具3~5年后均可以旧换新！

只要电话预约，凭户型图到店的业主，即可免费
领取金镶玉精美吊坠一个。

有居民为免去抄表麻烦，将水表和燃气表的指针数贴在门上 图据辽沈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