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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骏）近
日，市民何女士（化名）致电
本报“3·15”维权热线向记者
反映，前段时间，位于金鹰天
地综合体美食街四楼的爱奇艺
KTV影院大门口贴出了一纸公
告，称该店的“嗨卡”将于 4
月 1 日全部作废。何女士表
示，“嗨卡”是一张价值198元
的年卡，仅限下午场，一共20
次。在去年 5月份该店推广销
售时，自己办了一张，应该要
到今年 4月底才到期，但现在
商家却把截止时间突然提前
了，她觉得商家的这一做法不
合理。

何女士告诉记者，去年 5
月份，她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
有好友在宣传爱奇艺KTV影院
的“嗨卡”，于是就主动去了
解了一下。“我比较喜欢唱
歌，闲暇时，会约上几个朋友
去KTV唱下午场。这张‘嗨卡
’还是很划算的，算下来，一
场四小时的下午场，只需要10
元不到，所以当时我就办了一
张。”何女士说道。

然而，办卡之后，由于种
种原因，何女士去唱歌的次数
越来越少。眼看着“嗨卡”一
年期限将至，自己却只去了 4
次。“我盘算着接下来一个月
要赶紧多去去，别浪费了，可
没想到现在商家却把截止日期
提前了一个月，这怎么能及时
消费掉啊！”何女士说道。

更让何女士感到无奈的
是，为了抓紧时间消费掉卡上
剩余的次数，她不得不每天中
午早早地去排队。何女士表
示，最近这几天，每天中午十
二点半不到，爱奇艺KTV影院
门口就有不少人在排队等候

了，其中大部分消费者都是与
自己相似的情况，“大多是一
些中老年人，和我一样，也是
办了卡之后没怎么来过，有的
用了三四次，有的用了八九
次，眼看着马上要过期了，一
个个都赶紧来消费了。”何女
士告诉记者，如果不早点去排
队，基本上都会跑空，因为没
有包厢了。“首先，这家KTV
的包厢本身就不多，好像只有
十个左右，进去唱下午场的人
不可能唱一个小时就走，怎么
也得到三四点；其次，我还怀
疑商家谎称客满，故意不把包
厢给我们这些用卡消费的顾
客，商家为了赚钱肯定会留着
包厢给那些不用卡消费的顾
客。”何女士说道。

据何女士回忆，她第一次
去的时候，商家还提供了免费
的茶水，但之后，便不再提供
任何东西了，“连一壶白开水
都要收10元钱，商家的态度前
后变化也太大了。”何女士
说，“现在，商家在没有和消
费者沟通的情况下，擅自把截
止日期提前，完全不顾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这种做法有些过
分。”

记者了解到，一些消费者
因不满商家的做法，甚至搞出
了“报假警”的闹剧，谎称爱
奇艺KTV影院里有人打架。虽
然消费者这样的做法违反了法
律法规，但由此可见，消费者
与 商 家 的 矛 盾 正 在 不 断 升
级。

之后，何女士向我市商务
局反映了此事，了解情况后，
商务局市场秩序科的相关负责
人来到爱奇艺KTV影院协调处
理此事。“我们到店里之后，

店主不在，我们从该店的经理
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该负
责人告诉记者，据该店经理
说，“嗨卡”是在该店开业之
初推广销售的，主要是为了吸
引客流。经理还告诉商务局市
场秩序科相关负责人，该店
KTV的下午场基本上是不赚钱
的，赚钱主要靠夜场的消费。

“据该店的经理说，‘嗨卡’的
推广销售让店里的营业成本居
高不下，毕竟一个包厢的下午
场只需不到 10元，仅人工费、
水电费，就远远超过了这个
价。”该负责人表示，“按照这
位经理的说法，他们也不想突
然提前截止日期，但店里实在
是亏损太多了。”

商务局市场秩序科相关负
责人就此情况与何女士进行了
再次沟通，何女士表示，从目
前情况来看，自己只能尽快将

“嗨卡”中的次数用完。
对于商家的这一做法，我

市江苏万善律师事务所的丁斌
律师表示，商家的做法显然是
违约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商家单方面将年卡的
截止日期提前，不管出于何种
原因，都是不诚信经营行为，
消费者可向 12315 投诉维权。
不过，丁斌律师表示，在商家
如何对消费者进行赔偿这一
点，法律上很难界定。“消费
者已经使用过了该卡，如果卡
里存的是钱，那商家理应将余
额赔付给消费者。但在此次事
件中，消费者购买的是消费次
数 ， 所 以 很 难 计 算 赔 偿 金
额。”丁斌说道，“现在的解决
方式是，要么消费者在剩余的
时间内将该卡消费掉，要么与
商家协商退还一部分费用。”

维权热线：
86983119

13646139435
（微信同号）

记者 马骏 摄

图 为 爱 奇 艺
KTV 影院门上张贴
的公告。

一纸公告，年卡就提前到期作废
商家称：其实并不想这么做，但使用该卡消费我们连成本也收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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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在线中福在线

近日，常州中福在线大奖频
出：继 3月 9日、10日，本月首个
连环奖诞生后，13日当天，又有
三厅“联手”送出 3个 25万元大
奖；14日下午，南大街销售厅接
棒续演了这场“夺宝大戏”，又有
一位幸运彩民赢得 25 万元大
奖。

据了解，这位中奖者是位中
年“老彩民”，当天下午他来到厅

里，进门后就坐在 21号机器前
开启了“连环夺宝”之旅。3点
03分，当游戏进行到第三关时，
屏幕上突然落下 25颗红宝石，
25万元大奖就这么意外地降临
了。

众彩友表示，短短 6 天时
间，“连环夺宝”就连出了6个累
积奖，观赏这出“夺宝大戏”，如
沐春风，大大的过瘾！

常州 六天六出累积大奖

“3D”彩票第 064期开出
中奖号码“587”，镇江彩民吕
先生 100 倍投注，喜中奖金
104000 元，这已经是吕先生
第三次来镇江市福彩中心兑奖
了。

在福彩的众多玩法中，吕
先生只对“3D”情有独钟。
吕先生是个生意人，平时工作
很忙，只要有空闲他就会去
32110429 彩 票 站 点 投 注

“3D”，时间一长，就和站主
成为了好朋友。每次只要吕先
生投注的彩票中奖，站主都会
打电话告诉他，提醒他兑奖。
这次中奖也是站主打电话通知
吕先生的。

据吕先生介绍，他这次一
共 投 注 4 组 号 码 ， 分 别 是

“389”、“585”、“885”、
“587”，他比较看好前三组号
码，第四组号码是顺带写上
的，没有想到竟然是第四组号
码中了奖，真是有心栽花花不
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吕先生表示以后还会继续
投注“3D”彩票，收获更多
惊喜！

镇江
铁杆粉丝中10.4万

3 月 12 日晚，福彩双色球第
2019028 期 开 奖 ，苏 州 市
32050144 站点和 32050157 站点
同时传出中奖喜讯。老彩民吴先
生（化名）凭借两张 10元的倍投
彩票独揽10注二等奖，总奖金高
达114万元。

据了解，这位大奖得主吴先
生平时工作比较空闲，没事的时
候就喜欢买彩票找点乐趣。12
日傍晚，吴先生下班回家途中来
到了 32050144站点，把事先写好

的一注号码拿给销售员，进行了
5倍投注。由于当时吴先生对这
注号码感觉十分好，于是又来到
附近的 32050157 站点照样打了
一张相同的彩票，两张彩票总共
花了 20元。当晚查询开奖号码
后，吴先生高兴坏了，这注号码与
开奖号码的红球号一模一样。虽
然自己精心挑选的蓝球号码没
中，与千万大奖失之交臂有点可
惜，但能中得 10注二等奖，收获
114万也非常满足了。

苏州 老彩民中10注二等奖，奖金114万

3月 14日，双色球第 29期开
奖，南京彩民孙先生喜获当期二
等奖 1注、四等奖 6注，奖金共计
30万元。3月15日一早，他便来到
南京市福彩中心兑取了大奖。

据了解，孙先生购彩将近 10
年了，绝对是福利彩票的铁杆粉
丝，他买的最多的当属双色球，基
本上是每期不落。他说，对于购
彩自己有绝对的恒心，这次的中
奖号码他就是守了两年的号才中
得的。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的直

觉——这组号码在未来绝对是中
奖号码。他表示，这组号码是根
据家人的生日还有幸运数字，以
及以往的中奖号码推算出的。在
这些的号码上，他又基于研究走
势图的灵感额外多加了一个红球

“8”，组成了一组红球复式票。结
果显示，这的确是神来之笔。

当被问及兑完奖之后的打算
时，孙先生说，他已经开始计划进
行第二轮守号了，不过具体的号
码要等到时机合适和灵感再现时
才能决定。对于这次的奖金安
排，他大部分会用来还房贷，剩下
的一部分用来坚持购买彩票。

南京 守号两年，中奖30万 春暖花开,泰兴彩民好运爆
表，短短十天,连中两次全国累
积奖!

继3月3日泰兴市中福在线
国庆路销售厅喜中 25万元大奖
之后，3月12日21点47分，国庆
路销售厅再传喜讯，彩民曹先生
（化名）在“连环夺宝”游戏第二
关，以 20个猫眼石击中全国累
积奖 25万元。十天连爆两个 25
万元，瞬间点燃了泰兴彩民的购

彩激情，这也是该销售厅 2019
年中出的第三个全国累积大奖。

曹先生是中福在线的老彩
民，当晚，曹先生和往常一样，来
到国庆路销售厅，在 16号机上
以单注 200分、五线全选的投注
方式玩起了“连环夺宝”游戏，当
游戏进行到第二关时，屏幕上齐
刷刷地落下了 20颗猫眼石，屏
幕上随即出现“恭喜中得累积奖
250000元”的字样，曹先生激动
不已：“20个，20个，中奖了！”顿
时引来全场一片欢呼声，在场彩
民纷纷表示祝贺。

泰兴 20颗猫眼石=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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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宠物狗在绿化带内随意排泄。

春暖花开，“园林人”请您“处处留情”

本报讯（记者 尹媛 通讯
员 柳怡）和煦的春风吹绿了柳
树，吹开了春花的娇颜，也吹美
了众人的心田。然而，就在这几
乎一处一景的美丽城中，不文明
现象却时有发生。对此，我市园
林部门工作人员呼吁：请您在欣
赏自然美景、呼吸新鲜空气的同
时，也能做个“有情人”——“手
下留情”“足下留情”，让多彩的
植物继续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
彩。

不文明现象之一：绿化
带内宠物随意排泄

“园林人”：备个垃圾袋，干
净你我他

不少市民反映，夜晚散步
时，经常会在绿化带中看到一些
动物的排泄物，脚下稍不留神，
便极易“走狗屎运”。

对此，园林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有部分市民在遛爱宠时，为

图方便，直接让宠物在绿化带中
或者路边“方便”，过后也不清
理，导致旁人“很不方便”。“这种
情况其实是可以避免发生的，只
要市民在出门散步时提前准备
好一个垃圾袋，自觉将宠物排泄
物装进去，然后再扔进垃圾桶就
行了。”工作人员如是说。

不文明现象之二：随意
踩踏毁坏绿化

“园林人”：“避让”几步路，
留得芳草绿

在我市的公共绿地里，几乎
都会竖着一些“踏破青毡可惜，
多行数步无妨”“绕行三五步，留
得芳草绿”等警示牌，提醒大家
不要踩踏草坪和花草。可尽管
如此，绿化带及绿地空秃的现象
还是年年发生。

“市民只是图一时方便，迈
开步在草坪上走了几步，可时间
一长，许多人流量大的地方就会

造成绿地空秃现象。而且，现在
很多绿地还成了市民私自停放
车辆的地方。”园林部门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他们想了各种方法，比如在
草坪上铺道板砖、花坛四周加固
铁护栏以及对空缺绿地进行补
栽等等，但最有效、最根本的方
法还在于市民提高意识。“只有
市民们提高护绿意识，不再踩踏
毁坏绿化，才能真正让绿地空秃
现象消失。”

不文明现象之三：绿地
内私自毁绿种菜

“园林人”：少一分自私，多
一抹绿意

在绿化带的一些角落里以
及老小区的绿地上，有部分市民
为了一己私欲，会擅自将公共绿
地的绿化移走，然后种上一些蔬
菜小苗。

“每每看到绿化变菜地，养
护工人就会格外痛心，因为他们
辛辛苦苦播种、仔仔细细呵护的
植物，就这样被拔去，变成了蔬
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绿植
的种、养都需要专业养护人员付
出大量心血，而市民们只为自己
的餐桌着想就去毁坏公共绿地，
这是非常自私的行为，并且影响
城市整体的绿化效果，有碍观
瞻。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随着
春日里阳光愈渐充沛，许多绿地
也出现了市民私自在树木上扯
绳晾晒的情况，园林部门工作人
员表示，这不仅影响美观，而且
极易造成树木受伤受损。

楼下商户卖爆竹 楼上居民心慌慌
本报讯 （记者 马骏）近

日，家住皇塘镇的居民刘女士
（化名） 拨打本报民生热线
86983119向记者反映，其楼下
近来出现了一家销售烟花爆竹
的商户，这让她和家人感到不
安。刘女士认为，既然楼上住
着居民，楼下商户就不该销售
烟花爆竹这类危险的商品。

刘女士表示，自己和家人
多年来一直住在镇上临街的房
子里。“和一般的居民小区不

同，我家住的房子在临街的位
置，整个楼房仅有两层，一层
是门面房，二层则是居民房。”
不久前，刘女士家楼下门面房
的隔壁出现了一家烟花爆竹销
售商。“那个商户把楼上楼下全
都租了，原本是楼上住人，楼
下做生意，现在楼上也不住人
了。”虽然不在烟花爆竹店的正
上方，但刘女士和家人仍觉得
不安心，万一出现问题，自己
家毕竟离得太近，难免不会遭

殃。
为此，刘女士向我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反映了此事，工作
人员对于刘女士的担忧表示理
解，但同时他也表示，首先，
该烟花爆竹店证照齐全；其
次，刘女士家并不在该烟花爆
竹店的正上方。“根据有关规
定，开设烟花爆竹店，店的正
上方以及后方都不能住人，但
并没有规定其他位置不能住
人。”这位工作人员解释道。

考生大意遗忘准考证
民警找到及时送考点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许建彪）近年来，每逢中
考、高考和“小高考”，总有一些
粗心大意的考生，因为各种原因
忘带考试证件。3月17日，在江
苏省 2019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测试必修科目考试省丹中考点，
一名粗心的考生就将准考证件
遗忘在大巴车上，幸亏民警帮忙
找到并及时送到带队老师手
中。

17 日早上，交警大队开发
区中队民警张旭东和辅警尹立

群、汤中辉正在迎春路路口市第
五中学考点执勤。8时零 7分，
民警张旭东接报：有一名参加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
考试的考生，将准考证忘在了车
上。原来，该考生早晨乘坐大巴
车从五中到省丹中考点，在下车
时，因一时大意，将准考证忘在
了车上。而该大巴车因接送安
排，又返回了五中。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
修科目考试对于一名学生来说，
也很关键。如果由于准考证的
原因导致考生不能准时进入考
场，考生肯定会有巨大的心理压
力，很可能影响当天的发挥。想
到这儿，民警张旭东和辅警尹立
群、汤中辉立即驾驶警车，一路
疾驰，赶往省丹中考点。

原本需要约 20 分钟的路
程，最终，张旭东等人只花了 6
分钟，就把准考证交到了带队老
师手中。看到考生拿到准考证
准时进入考场，张旭东等人才放
心，又继续返回工作岗位。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图为辅警汤中辉将准考
证交给带队老师。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统一部
署，我省原国税、地税征管系统将
于 2019年 4月 1日起并库上线。
为确保系统顺利切换和正常上线
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对纳税人、缴
费人正常经营的影响，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系统上线期间业务办理
安排

（一）暂停业务办理安排
2019年3月23日至3月31日

进行系统切换上线。在此期间，
各类办税服务场所（包括办税服
务厅、行政服务中心办税窗口、车
辆购置税办税窗口、房地产交易
中心办税窗口、发票代开点、委托
代征单位等）、自助办税终端、电
子税务局将暂停办理所有涉税业

务，但下列业务仍可正常办理：
1.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

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销售统
一发票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的抄（报）税、开具上传、发票查
验、勾选确认、窗口扫描认证；

2.电子税务局通用机打平推
式发票3月23日至3月24日可正
常开具；

3.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数据报送办税服务厅业务；

4.出口退（免）税单证业务的
《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证明》；

5.咨询业务。
（二）恢复业务办理安排
2019 年 3 月 27 日 00：00，电

子税务局普通发票开具功能恢

复正常。
2019年4月1日8：00，全省各

级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场所、电子
税务局等办税渠道恢复正常，可
以办理全部涉税（费）事宜。

（三）特别提醒
1.为保证税款及时入库，2019

年 3 月 21 日 12：00 起暂停所有
POS机缴税（费）服务，2019年 3
月 22日 24：00起暂停 TIPS缴税
（费）业务，请纳税人、缴费人妥善
安排缴税（费）时间；

2.请需要领用发票的纳税人
在2019年3月22日前尽早办理发
票领用业务（电子税务局领用发
票申请需在22日12：00前提交）；

3.为不影响参保职工社保待
遇，请用人单位在 2019年 3月 20

日21：00前缴纳当月社会保险费
（苏州工业园区除外）；

4. 3月份申报期截至到 3月
15日。

二、相关注意事项
（一）请广大纳税人、缴费人

根据本公告妥善安排业务办理时
间，于2019年3月22日（含当天）
前尽早办理相关涉税（费）事项。
（二）4月1日起，受办税高峰及系
统磨合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出现
办税场所拥堵、等候时间较长等
情况，请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合理
安排涉税（费）事宜办理时间，尽
量错峰办理。（三）上线期间，税务
机关所有通知均通过国家税务总
局江苏省税务局网站，以及电子
税务局、官方认证微信公众号和

微博账号、12366短信、办税场所
公告栏等正规途径和渠道发布。
请广大纳税人、缴费人切勿轻信
各类未经税务机关证实的信息，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若有疑
问，可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及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本地特服
号、官方网站等渠道咨询。有关
问题、意见及建议也可以通过上
述渠道向税务机关反映。

感谢广大纳税人、缴费人长
期以来对税收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纳税人
提供服务和便利，对于金税三期
系统并库上线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2019年3月1日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征管信息化系统并库上线有关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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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对综合楼摊位、商铺公开招标，为确保工作顺利推进，凡报名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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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参与摊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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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金综合市场摊位、商铺
公开招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