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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6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信息
★★

★★

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出售信息
●南二环桥附近厂房5200m2，证照齐18605252727

遗失信息
●贡小梅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本，证号：321181310364，声
明作废。
●贡小梅遗失运输证，证号：镇
81313732，声明作废。
●王子歆遗失出生证，编号：
O321277060，声明作废。
●丹阳市达诚塑业有限公司原财
务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遗失，声
明作废。
●丹阳市万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代
码：59256690-4，声明作废。
●丹阳市万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209040048S，副本：
321181000201209040050S，声 明
作废。
●南京中商金润发鼓楼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遗失江苏增值税务局普
通发票壹份，号码：15597290，声

明作废。
●谭菊英遗失丹阳市云阳镇菊英
服装店的营业执照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404240011，声明作
废。
●解莲和蒋红云遗失在 1999年 4
月 18日出生的婴儿出生证，声明
作废。
●王祯晞遗失出生证，编号：
Q320137888，声明作废。
●丹阳市吕城镇一支梅皮鞋厂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503260246，声明作
废。
●陈建明遗失丹阳市吕城镇陈建
明装璜材料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本 ， 编 号 ：
321181000201504280338，声明作
废。
●丹阳市三仙电子仪器厂税务登
记 证 副 本 遗 失 ，税 号 ：
32118114249195X，声明作废。
●丹阳市达诚塑业有限公司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2186201，声明作废。
●丹阳市达诚塑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遗失，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606070203，副本编
号 ：321181000201606070223，声
明作废。

●沈金法遗失丹阳市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开具的江苏省社会保险费
（ 现 金 ）专 用 收 据 ，号 码 ：
00839944，声明作废。
●闫学龙遗失丹阳市学龙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税 控 盘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1181MA1PYEF94Q，声明作
废。
●张国强遗失丹阳市干寿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和
税 控 盘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1181MA1PYNPB9H，声明作
废。
●丹阳市百丽纸品包装厂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J3141000883501，声明作废。
●钱亚军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正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306180018，副 本 ：
321181000201306180019，声明作
废。
●江苏云洋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604190463，声明作
废。
●曾东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本，证号：镇 321181314163，
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丹阳市佳华服装有限公司因
保管不善，将坐落于丹阳市延陵
镇九里村、丹国用（2006）字第
7192号土地证遗失（灭失），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
声明该土地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7月10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方夫根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杨庄九组、丹房权证丹
延字第 100907号房产证遗失（灭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7月11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荆夕平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大南庄高头新庄、丹房权证皇
字第 111622 号房产证遗失（灭
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7月11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方夫根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镇杨庄九组、丹房权证丹
延字第 S·1·9·9·7号房产证遗失
（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申请补发，现声明该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7月11日

新华社上海 7 月 11 日电
一个看起来金光灿灿的貔貅摆

件，被说成“开光足金”；一盒几十
元买来的野山参，被包装成抗癌
神药；一款金枪鱼油胶囊，说是治
疗高血压“圣品”……持续四天的
会议销售，让不少老年人心甘情
愿为这样的“六件套”买单数万
元。

近日，因在经营活动中开展
虚假宣传、夸大提供商品的性能，
侵犯消费者权益，上海定元实业
有限公司被上海市工商局查处，
没收违法所得 145 万余元，并处
以 145 万余元罚款。“银发收割
机”缘何屡屡得逞？

消费者：我本以为可以
捂紧钱包的，后来不由自主

60岁的李阿姨：我已经退休
了，在家无聊，是在报箱里看到会
议通知的。上面说送节能灯，又
说是“节能减排办公室”组织的，
就决定去听一听。子女们也劝过
我不要买乱七八糟的保健品。我
心里想，我只要捂紧钱包就行了，
我不会买，我就是去领免费东西
的。

到了之后第一天，他们说购
买产品当场返现，好多人花 100
元买蛋白粉，就能返还 120 元。
第二天，还是这样的方式，买了当
场返现，而且比第一天返的还
多。第三天，他们都在说这个金
枪鱼油胶囊特别好用，对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都有帮助，而且当
天只有 4 个优惠名额，500 元一
瓶，买了还能当场返现600元。

到了第四天，购买产品不能
返现。现场接入了全国视频直
播，厂家的副总说，这些胶囊只有
在这个会上才能优惠买，买一瓶
送三瓶，还送很多赠品，赠送的电

饭锅还是大牌子。到了这个时
候，大家都想买了。

我也有点心动，心想这个金
枪鱼油胶囊，就算吃不好人也肯
定吃不死人，最后我也花了将近
4000 元，买了一盒胶囊，送了一
支野山参和一只貔貅摆件，还有
其他一些赠品组成了“六件套”。

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想买的，
后来还是不由自主地买了。回头
想一想，一个原因是老年人太寂
寞了，现场的那些小伙子，嘴巴都
特别甜。另一个是不敢不买，我
们的儿女信息、家庭住址、电话号
码他们都知道，有点害怕。以后
我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也说不好
还会不会买。

会销人员：我们针对客
户层层诱导，“看人下菜”

会销“讲师”肖某：我们从
2016年6月到2017年4月搞了58
次会议，卖了 2000多万元。为什
么会用四天的会议销售，就是要
一步步引导，缺一步消费者都有
可能不买账。

以赠品为诱饵，层层进行诱
导式营销。我们就用金枪鱼油胶
囊这个主产品进行推销，先营造
买产品不用花钱的消费心理暗
示。然后再推出这个产品，以虚
高价值、夸大作用，诱导会场老人
争相购买，让消费者以为白得到
很多产品，有“赚了”的感觉。最
后我们把金枪鱼油胶囊、电饭锅、
貔貅摆件等商品组成一套，购买
价是近4000元。

在四天的会议上，我们也不
是一下子把产品推出来，而是有
一整套的话术和流程。第一天、
第二天是“倒插”（即先行介绍和
抛售）第一道产品，再高抛第一个
产品野山参；第三天在高抛主产

品金枪鱼油胶囊的时候还会送一
些赠品……在销售过程中，我们
会一直提醒参会的老人集中注意
力，交代他们回家一定要吃；还会
面带微笑地审单；会议上接入的
全国视频直播，其实就是提前录
的一个视频。

我们还会针对不同客户的心
理进行不同的方法诱导：有些是
随声附和型，他们内心已经决定
今天不买了，那我们就会干脆问，

“你为什么还不买？”，突如其来的
质问会让他们失去辩解的余地；
有的是强装内行，说“我对这个公
司或者产品很熟”，那我们就先假
装顺从点头，说“不错，你对这个
产品了解很详细，你是否现在就
买呢？”；有的是虚荣型，那就极力
赞扬，假装尊敬他，让他顾及面子
咬牙买下；有的非常理智，那就诚
实且低调，保守一点，强调产品的
实用性。

其实这些产品都是很便宜
的，貔貅摆件每个二三十元，是从

义乌等地批发来的，野山参也就
几十元的价格。我们说这些野山
参有防癌抗肿瘤、起死回生等功
效，先到先得，最后老人们大部分
都会掏钱。

执法人员：要把企业信
用和个人信用监管结合起
来

上海市工商局检查总队执法
人员：单靠行政机关做这个事情
太难了。这不仅需要多部门的配
合，还需要全社会形成联防共治。

行政机关面对老年保健品欺
诈这样形式隐蔽、地点封闭、产业
链上下游分工细致复杂的案件，
执法手段和能力都还有待更新。
譬如这个案子，我们去一家宾馆
调查一个会销人员，敲门就敲了
20分钟，进去发现她用衣服把电
脑、手机等都包起来，从窗户里扔
出去了。幸亏是二楼没有扔坏，
我们才提取到很多证据。

会销案件都是类似的，厂家、
代销、再到终端，关系链都是断开
的，中间人和厂家联系，再和会销
公司联系。作案手法多样，行为
非常隐蔽，查处也非常难。

我们认为，要把企业的信用
监管和个人的信用监管结合起
来，从事类似活动，要对个人有一
些规制手段，让个人信用受到实
质性的影响，不能把企业关了，他
们又起炉灶、再搞一摊。

最关键的是，这类案件的受
害者很少来投诉，一些老人的子
女发现了问题，打电话来投诉，第
二天老人就要撤诉，甚至我们执
法人员上门去取证，他们不仅不
配合，还把执法人员赶出来。

我们特别理解老人的想法，
健康是他们的第一心愿，可惜被
这些无良的商家利用了。让银发
老人不再被“收割”，除了我们执
法人员加大打击力度，做儿女的
也多些陪伴，别再让老人们感到
太寂寞了。

“会销”盯上老人，“银发”钱包谁来守？
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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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珥陵镇盘活闲置厂房引进新项目，投资3700万元的年产15万台自主品牌空调生产线，日
前正式竣工投产。图为正理牌空调内机生产线一角。 (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张朝民 摄)

本报讯（记者 蒋玉 见习记
者 魏郡玉）开展“依法行政、公
正司法”专项评议和人大常委会
任命人员述职评议活动（简称

“双评”），是法律赋予人大常委
会的一项重要监督职权。昨日
上午，市人大召开依法行政、
公正司法专项评议暨述职评议
动员大会，市领导陈可可、黄
春年、李忠法、马耿良、周爱
仙、蒋明辉、韩静慧、蔡国璐
参加会议。

根据市委要求和市人大常
委会法定职责，经市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决
定，今年，市人大将对民政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地震
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商务局、供销总社等 6 个单位
开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专项评议；对司法局、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交通运输
局、科学技术局、农委等 5 个
部门负责人开展述职评议。

就政府部门如何接受和做
好市人大评议工作，市长黄春

年希望被评议单位高度重视，
增强自觉性、主动性，把接受
评议作为分内事，全方位参
与、全过程支持，确保评议顺
利有序开展，达到预期效果。评
议过程中，相关部门要深入查找
本单位和工作人员在依法行政
以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人民
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全面深刻自查自纠，实事求是汇
报工作，不回避矛盾，不应付走
过场；要务实举措，查找问题、制
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做
到件件有着落、条条有回音，尤
其要聚焦“放管服”改革落地情
况、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打造和
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要统筹兼
顾，将专项评议与推进产业强
市、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重要任
务有机结合，确保各项目标任务
顺利完成。此外，还要进一步增
强群众意识、公仆意识、法律意
识，做到在依法行政上有新进
展、在勤政为民上有新提升、在
廉洁自律上有新形象。

镇江市副市长、我市市委书

记陈可可高度肯定了市人大评
议工作。陈可可说，自 2014 年
专项评议工作开展以来，市人大
已经对全市 27个政府工作部门
进行了评议，有效推进了政府依
法行政、部门履职尽责及工作作
风转变、发展环境优化，为我市
近几年攻坚克难、爬坡过坎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

陈可可指出，政府及有关部
门要切实担负起依法履职的政
治责任，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新挑战，毫不动摇地
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以思想的大
解放大讨论为契机，进一步解放
思想观念，更新体制机制，为我
市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法治
环境和发展生态。陈可可说，通
过专项评议，一要推进依法履
职，按照法不授权不可为、法定
职责必须为的原则推进依法授
权、规范用权、监督约权，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二要增强实干
精神，坚持系统化的思维谋划工
作、推进工作，突出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三要强化担当作为，

坚持扑下身子、沉下去，在问题
面前不回避，在困难面前不推诿
扯皮，在挫折面前不退步，以担
当排除阻力，用实效推动发展。

陈可可强调，相关部门要切
实增强专项评议的行动自觉，既
要量力而行，更要尽力而为、全
力以赴，补齐发展短板特别是民
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市
人大常委会开展评议期间，要多
倾听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的意
见，注重方式方法，规范评议流
程，增强评议工作的科学性、严
谨性。要切实提升整改落实的
实际成效，评议工作按照项目
化、清单化工作模式，坚持不
留情面、动真碰硬、边评边
改、强化督查，确保整改扎实
到位、常态长效。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法
主持会议，并对今年的“双
评”工作作具体部署。

市卫计委主任瞿煜国作专
项评议表态发言；市科技局局长
王小南作述职评议表态发言。

推进依法履职 强化实干担当
市人大部署对民政、市管、地震、商务、卫计委和供销总社6单位开展“依法行政、公
正司法”专项评议；对司法、人社、交运、科技和农委5个部门负责人开展述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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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陵有了一家空调厂

今日视点

树木紧挨住户家
蛇虫鼠蚁找上门

住在凤凰新村37栋的徐先

生遇到一大烦心事：隔壁小区的

绿化因长势过盛，已经紧挨到他

家的围墙，近来不仅经常有各种

蛇虫鼠蚁爬进他的家中，而且每

到夜深人静时，树木枝叶不断敲

打在瓦片上的声音总是让他休息

不好。
10版

金牌反派明星
计春华57岁病逝

16版

85908818服务热线：

源自中国 全球认可
美国纽交所上市的综合金融服务管理集团

小鸣共享单车破产
退还押金缺口巨大

共享单车破产第一案——小

鸣单车破产案已进行债权统计，

确认的有效债权共118881笔，债

权金额共5540多万元；小鸣单车

账户资金仅剩存放于微信账号上

的35万多元，不足以清偿所有债

务。小鸣单车经营管理方——广

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7月29日，悦骑公司先后

在全国10多个城市投放共享单

车超过43万辆，收取用户押金总

额8亿元。

5版

“会销”盯上老人
“银发”钱包谁来守

8版

盗采破坏环境
赔偿并公开道歉

3版

基本养老金涨了
7月底落实到位

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