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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近日，
市民王先生致电本报“3·15”维
权热线向记者反映，3月8日，他
在新民东路的“中国黄金”金店
通过以旧换新为妻子换购了一

只黄金手镯，之后由于手镯变
形，又再次换购了一条黄金手
链。可王先生发现，接连换了两
回，价格越换越高，可重量却越
换越少，这让他十分不解。

王先生表示，前段时间，妻
子生病了，为了能让妻子有个好
的心态去与病魔作斗争，他特意
在妇女节这天为妻子换购了一
只黄金手镯。“这么多年了，我也
没为妻子买过什么东西，心里一
直挺愧疚的。3 月 8 日，很多金
店都在搞活动，我便想给妻子买
件黄金饰品。”王先生说，妻子手
上戴的黄金手链还是 30多年前
买的，所以自己想以旧换新，给
妻子买个新的。

王先生告诉记者，在金店
内，妻子看中了一款黄金手镯，
店员告知，用原来的黄金手链来
以旧换新，还需再付 2220 元。
王先生没有犹豫，当场付了钱为
妻子购买了那只手镯。不过，在
离开金店时，王先生心里有一丝
疑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
劲，因为发票上连这只手镯的重
量都没有标明，不过，看着妻子
当时高兴的样子，我也就没有再
多想。”

然而，手镯买回来没几天却
变形了。“这款黄金手镯是空心
的，或许是妻子带着手镯做事时
不小心，把其中一处地方碰得有
点瘪进去了。为此，妻子整天愁
眉不展。”王先生说，“我原本以
为也不是什么大事，只要凭着发
票再拿去金店，应该都会给处理
好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11日，王
先生再次来到“中国黄金”金
店。“我原本想重新换一个一模
一样的，但后来一想，这种款式
的手镯容易变形，再换一个，说
不定还会出现这种情况。”王先
生最终决定还是为妻子换购黄
金手链。于是，在店员的推荐
下，王先生又支付了 1480元，将
以旧换新的黄金手镯又换成了
黄金手链。这一次，王先生看到
了发票上标明了黄金重量，可这
条黄金手链却只有15.68克。“我

最初拿来以旧换新的黄金手链
有 23 克多，换了两次一共多付
了 3700 元，购得的新手链却少
了 8克左右，这是怎么回事？”王
先生气愤地说道。

更让王先生不满的是，当他
把这条新手链拿到附近一家金
店称重时，结果却又显示为
17.44克。“我当时就感觉这家店
在欺骗消费者，要么发票上没有
标明重量，要么就胡乱标重量，
这个黄金手链到底是如何定价
的，真是搞不清楚。”对此，金店
店员只是以“一切都是店里的规
定”来解释，但王先生很不满意，
而且王先生也不明白，如果黄金
饰品不按重量定价，那宣传广告
中提到的每克减价优惠还有什
么意义？

随后，王先生拨打了 12345
将此事向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进行了反映。对此，市管局工作
人员及时与店家进行了协商，最
终，王先生又支付了 106元购得

“中国黄金”店内一款重 33.43
克的黄金手镯。

对于事情的处理结果，王先
生表示基本满意，但对于金店的
做法，王先生仍感到无法理解，
因此他向记者讲述了此事，想给
更多的消费者提个醒。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长
期以来，在很多市民的观念
中，黄金饰品与钻石等讲求工
艺成本的其他饰品是不同的。
黄金饰品受到市民青睐的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其具有保值性，
一克黄金多少钱，一款黄金饰
品重多少克，黄金成色如何，
了解了这些，计算出该黄金饰
品的价格并不难。与之相比，
钻石饰品则不同，钻石等级一
般有纯净度等级、克拉等级、
色泽等级、钻石切工等级四个
定价标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钻石4C标准。除此之外，不同

的款式，不同的品牌，都会影
响到钻石饰品的价格。正因如
此，钻石饰品在保值上不可与
黄金饰品相提并论。不过，记
者调查发现，近段时间以来，
我市多个金店中黄金饰品的定
价方式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
的称重型黄金饰品，越来越多
的黄金饰品开始按照款式等重
量以外的因素来进行定价。

那么，为何黄金饰品的销
售模式开始悄然向钻石饰品的
销售模式转变了呢？对此，记
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得到
了比较一致的说法：直接按重
量定价销售黄金饰品，不赚钱
了。

“你看这几年新民东路上
开了多少家金店，而且都在一
起，有人会说，一条路上有这
么多金店，开金店肯定很赚
钱，但我要说如果你开金店，
只卖黄金饰品，那肯定是要赔
钱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售卖黄金饰品主要是吸引人
流，金店真正赚钱的是黄金饰
品之外的商品。”

此外，该业内人士坦言，
随着金店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销售模式也开始有些混乱，“现
在经营着的金店，有的仍按传
统的重量定价模式在销售黄金
饰品，有的则按照款式等重量
以外的因素给黄金饰品定价，
而有的金店里，这两种模式都
存在。”

对于黄金饰品定价模式的
变化，该业内人士表示，如果
黄金饰品和钻石、铂金等饰品
一样，走上了“款式路”，随着
工艺成本的不断提高，其保值
性就势必会大打折扣，如此，
虽然商家暂时能够获得比较可
观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这
种模式对市场会造成何种影
响，还是未知数。

维权热线：
86983119

13646139435
（微信同号）

今日起，城区部分道路进行施工维护，五处路段将陆续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注意了！近期行经贤桥路段尽量绕行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许建彪）近日，记者从我
市交警部门获悉，由于城区贤
桥附近等部分道路开始施工维
护，为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和周
边道路交通安全，交警部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 有关规定，从 18 日
起，陆续对市区部分道路实行
临时交通管制。

记者了解到，此次实行临
时交通管制的路段主要有五
处，即：新民东路新华书店公
交站台至贤桥路口、新民中路
贤桥路口至金鸡饭店西侧通
道、丹凤南路东门外大街路
口、云阳路文化城门口至新市
口路口和新民东路新市口路口
至锦豪酒店。

其中新民东路、新民中路
管制时间为 3 月 18 日 8 时 30 分
起至 3月 19日 16时止；丹凤南

路东门外大街路口管制时间为3
月20日21时30分起至3月21日
6 时 30 分止；云阳路、新民东
路管制时间为 3月 21日 21时 30
分起至 3 月 22 日 6 时 30 分止，
雨天顺延。

据交警部门介绍，此次施
工涉及市区主干道五处灯控路
口、路段，主要原因是路口道
路破损严重，影响车辆安全通
行。由于这些施工路段、路口
点多面广，又都处于市中心主
干道，对车辆通行影响较大，
为此，交警部门和施工单位在
施工路段、路口增设了临时交
通标志指示牌，广大司机行经

管制路段要服从交警和交通管
理人员的指挥，严格按照交通
标志的指示减速慢行，或按照
交通标志借道通行，确保安全
有序。

采访中，交警部门特意提
醒，由于市中心贤桥路段、路
口的施工安排在白天，施工所
涉及的新民东路、新民中路、
城河路等城区主干道，早晚上
下班高峰期间人流、车流量较
大，为减轻施工路段交通压
力，缓解交通拥堵，请行经贤
桥红绿灯路口的机动车驾驶人
尽量绕道外围道路通行。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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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进 一 步 提

升公厕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环卫处
华阳所不断探索
公厕深度保洁模
式，由粗放管理向
精细管理转变，实
施 精 细 化 作 业 。
图为环卫工人在
认 真 清 洗 小 便
槽 。（记 者 王国

禹 通讯员 吕佳

摄）

图为一金店内，市民正在选购黄金饰品。

以旧换新连着换了两回，价格越换越高，重量却越换越少

我的黄金手链为何莫名“减重”？

为满足旅客需求，丰富商业业态配置，现启动丹阳架空层商业项

目预招商工作。本项目位于丹阳火车站一层，售票大厅和出口处中

间，面对丹阳眼镜城，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水暖电齐全。面积约

2000平米。具体招商详情请咨询本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钱先生

联系电话：13961451319 137751089
上海新上铁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2019年2月28日

丹阳架空层预招商公告 丹金综合市场是为改善群众生活环境、改变城乡环境面貌、加快

地方经济发展而建设的综合性商业楼，集农副产品经营、百货经营、

综合性购物和餐饮等功能为一体，目前已具备使用条件。经研究，现

决定对综合楼推位、商铺公开招标，为确保工作顺利推进，凡报名推

位、商铺公开招标的经营户必须于 2019年 3月 28日 16：30前缴纳人

民币伍万元的资格认定金，才能参与推位、商铺的公开招标。

资格认定金于招标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

联系电话：80762380
联系人：赵先生

丹阳市丹金综合市场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8日

丹金综合市场推位、商铺
公开招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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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 15日宣布禁止国
际刑事法院人员入境调查一些
人员的战争罪等罪行，威胁采取
更多对抗举措。

国际刑事法院回应，不会畏
惧威胁，将继续调查。

【防“不公”】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

记者会上宣布，就“国际法院针
对美方人员的一切调查”，美方
对“直接负责”调查的人员采取
限制签证措施，吊销或拒绝发放
签证。这项措施同样适用于针
对美国盟友的调查，如以色列。

蓬佩奥说这项措施已经生
效，却没有披露详情。

他同时威胁，如果国际刑事
法院仍“不回头”，美方将采取更
多措施，包括经济制裁。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先前
向法官申请调查阿富汗战争中
交战各方涉嫌犯下的战争罪
行。检察官说，信息显示，美国
军人和情报人员涉嫌在阿富汗
和其他多处地点对美方所关押
的人员施加“折磨、虐待、侵犯个
人尊严、强奸和性暴力”。

另外，巴勒斯坦方面已经请
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以色列方
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所犯罪
行”。

按照蓬佩奥的说法，美方这
样做，是为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
军人和非军人免于因为保卫国
家而遭受“不公正诉讼”，美方预
期国际刑事法院“可能最终出于
政治动机起诉美国人”。

【玩双标】
国际刑事法院强调自身是

“独立和公正司法机构”，说将
“不畏阻碍”，依据“授权和法治
这一最高原则继续独立工作”。

国际刑事法院位于荷兰城
市海牙，根据 2002年生效的《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对
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
类罪和侵略罪的个人追究刑事
责任。

美国政府2000年签署《罗马
规约》，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司
法管辖范围有保留意见，没有把
规约交由国会参议院审批。参
院两党议员广泛反对美国加入
这一规约，认为它威胁美国“主
权”。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约翰·博尔顿去年 9月在一次
演讲中威胁道，如果国际刑事法
院调查美国及其盟国的人员，美
方将采取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
报复措施。

美方对国际刑事法院人员
吊销和拒发签证，受到一些组织
和团体批评。美国民权联盟 15
日说，这种做法“前所未有”，系

“明目张胆地恐吓和报复”法官
和检察官，企图让“证据确凿的
战争罪行免于国际追责”。

美国一个法律援助研究项
目的主管詹姆斯·戈德斯通说，
蓬佩奥的言论代表美国政府立
场，即“只有符合美国利益时”，
才能把国际法当一回事。

（新华社）

巴基斯坦
一火车遇袭
致3死6伤

新华社伊斯兰堡3月 17
日电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一
列客运火车 17 日在该国西南
部俾路支省遭遇爆炸袭击，造
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

媒体援引当地一名警官的
话说，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分
子在俾路支省德拉穆拉德杰马
利地区的火车铁轨上安装了远
程遥控爆炸装置，并在该列火
车行至此地时引爆炸弹，有 5
节车厢在爆炸中脱轨。

这名警官说，死者遗体和
伤员已被送往附近一家医院。
爆炸导致部分铁轨损坏，相关
铁路运输暂停。警方已就此次
袭击展开调查。

据了解，该客运列车是从
巴东部旁遮普省的拉瓦尔品第
市开往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市
的。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和个人
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新华社新西兰克赖斯特彻

奇3月 17日电 新西兰警察
总署 17日宣布，由于新发现一
名遇难者，目前新西兰克赖斯
特彻奇市枪击案已致 50 死 50
伤。

警方高级官员迈克·布什
当天在记者会上说，调查人员
在遇袭的马斯吉德·努尔清真
寺清理现场时发现了这名遇难
者。

迈克·布什说，枪击事件造
成的受伤人数为50人，其中36
人仍在克赖斯特彻奇医院接受
治疗，其中 2 人留在重症监护
室，1名儿童住在儿童医院。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两
座清真寺 15 日发生严重枪击
事件。目前，28岁的澳大利亚
人布伦顿·哈里森·塔兰特被指
控犯有谋杀罪。16日上午，这
名恐怖嫌犯在克赖斯特彻奇地

区法院短暂出庭，他将于4月5
日再次出庭。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枪支
安全问题在新西兰引起广泛关
注，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16日表
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
恐怖袭击，新西兰的枪支法需
要改革。新西兰总检察长戴
维·帕克 16日宣布政府将禁止
买卖自动步枪。

欧洲联盟 15 日宣布制裁 8
名俄罗斯官员，起因是他们牵
涉去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黑海
的冲突事件。

受到制裁的 8 人包括俄罗
斯边境和军方官员以及 3 艘俄
罗斯舰艇的指挥官。欧盟说，
鉴于黑海紧张局势仍未缓和，
决定对 8 人采取冻结资产和施
行旅行禁令等措施。

美联社报道，俄乌黑海冲

突以来，俄罗斯方面已有 170
人和44个实体受到制裁，制裁
期限至少持续至今年 9 月 15
日。

俄罗斯与乌克兰去年11月
25日在黑海发生冲突，双方说
法不一。俄联邦安全局和克里
米亚边防部门说，乌方海军 5
艘船只未经俄方许可先后试图
穿过刻赤海峡，俄方采取多种
措施制止乌方“挑衅”。

乌方海军新闻局则说，乌
方海军 2 艘炮艇和 1 艘拖船当
天试图通过刻赤海峡大桥，从
黑海进入亚速海；俄方一艘舰
艇故意撞击乌方海军拖船，向
乌方一艘炮艇开火，致使 6 人
受伤；乌方海军 3 艘船只及船
上20多人遭俄方扣留。

（新华社）

叙利亚危机爆发
8 周年：废墟中

“疗伤”的东古塔
3月12日，在叙利亚大马士

革东古塔地区，当地居民萨米
尔·加巴里望向楼房废墟。

古巴政府抗议美
国缩短对古旅游
签证有效期

新华社哈瓦那3月 16日
电 古巴外交部 16 日发表声
明，拒绝接受美国将对古巴公
民发放的旅游签证有效期从“5
年内多次入境”缩减到“3个月
内单次入境”的决定，认为美此
举对赴美古巴公民“构成了一
个附加障碍”。

美国驻古巴使馆网站 15
日发布消息称，从本月 18 日
起，美国将对古巴公民申请的
包括旅游、探亲、医疗等目的在
内的 B2签证（即旅游签证）有
效期从“5年内多次入境”修改
为“3 个月内单次入境”，以便
在签证费和签证有效期上与古
对美相关政策“对等”。目前，
美国人赴古巴旅游是持单次入
境签证，每次可在古最多停留
3个月，签证费用为50美元；而
古巴人赴美国旅游则持 60 个
月内多次入境签证，办理费用
为160美元。

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美国所称的“对等”说法并不合
理。事实上，目前赴古旅游的
美国公民只需付款即可获得签
证。而自特朗普 2017 年就任
美国总统以来，美政府宣布收
紧对古政策，随后撤回六成美
驻古巴外交人员，并停办几乎
所有签证服务，因此赴美旅游
的古巴公民只能前往墨西哥、
圭亚那等附近国家办理签证，
为此旅途成本增加，并常有被
拒签风险。

声明说，如果美国确实想
实施对等政策，就应立即重启
在古领事服务，为古巴公民办
理相关签证。

2014年年末，古美两国启
动关系正常化进程。2015年 7
月，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2017 年 9 月，美国宣布使馆无
限期暂停办理古巴公民赴美签
证业务，仅处理在古巴的美国
公民紧急事务。

也门政府军打死
25 名胡塞武装
成员

新华社科威特城 3月 17
日电 亚丁消息：也门政府军
16日说，政府军当天在也门西
南部塔伊兹省打死 25 名胡塞
武装成员。

也门政府军一名不愿透露
姓名的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
在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
支持下，也门政府军当天早些
时候向盘踞在塔伊兹省西部山
区的胡塞武装发起清剿行动，
打死 25 名胡塞武装成员。经
过数小时激战，政府军夺回该
山区的部分关键地带。

摩洛哥和美国
举行联合军演

新华社拉巴特 3月 16日
电 摩洛哥皇家武装部队总参
谋部 16 日发布公报说，摩洛
哥与美国当天开始在摩境内 5
个城市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演
习将持续至4月7日。

公报说，此次联合军演名
为“非洲雄狮 2019”，摩洛哥
和美国部队将进行地面和空中
作战训练、空中运输和战术模
拟训练以及维和行动、反恐行
动专项演习。来自加拿大、西
班牙、英国、塞内加尔和突尼
斯 5 国的军事观察员出席军
演。

公报说，联合军演有助于
加强摩洛哥和美国军事合作，
促进两国军队经验交流，提高
各军种间协调作战能力。

美禁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人员入境
威胁采取更多举措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已致
50死50伤

围绕黑海冲突
欧盟宣布再制裁8名俄罗斯官员

3月17日，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人们在枪击案现场附近悼念遇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