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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搬家保洁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刊号：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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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热线：63505000

敬告：使用本报分类
信息请供求双方认真核
实有关证明材料，签订有
效法律合同。

声 明
●我公司豫 RR6868 营运证（营运

证号码：411303035549）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第一运输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声 明
华恩大厦世纪商贸城工程于 2008 年

12 月份竣工。 此项目由河南胜达公司的项
目经理申其光承包。 申其光承包期间，本人
于 2006 年 4 月 29 日缴纳农民工保障金两
笔：一笔 96000 元，一笔 120000 元。 因本人
不慎将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单据原件丢
失，现办理退还保障金事宜。 如发生任何经
济和法律后果，均由申其光本人承担。

申其光
2020 年 9 月 15 日

南阳三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的三杰王府花园住宅楼工程已于 2007 年
12 月 7 日竣工。 此项目在 2006 年 4 月 11
日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伍万元整，因不
慎将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单据原件丢
失，现办理退还保证金事宜。 如发生任何
经济和法律后果，由南阳三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自行承担。

南阳三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押金制 卡供应 限时间

“光盘新招”能撕去自助餐浪费标签吗？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年 9月 24日 9时 30分在镇平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拍卖吉姆尼车一辆， 登记日期 2010年 2
月。 欲竞买者，于 9月 23日 18时前持本人有效证件及保证金的
缴款凭证到镇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9月 22
日至 23日在镇平县党员警示教育基地展示车辆。 保证金 1万元
缴下列账户（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名称：镇平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账号：1714024029200027752；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镇平县支行；咨询电话：63998585、15503992099。

河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受委托，定于 2020年 9月 25日 10时在淅川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法公开整体拍卖以下标的：1.淅川县
老街路西段西湾社区大门东侧 4层楼房；2.淅川制药厂
灌河路临街门面房 17间；3. 灌河路淅川制药厂梯形 3
层楼房， 以上占地面积约 849 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1457平方米。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年 9月 24日 17
时前登录淅川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xcxg－
gzyjyzx.com）进行“会员注册”或使用 CA证书在网上报
名。 竞买保证金 100万元，转入指定账户，户名：淅川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号：0000 0117 7297 4867
0012；开户行：淅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区信用社；
到账时间：2020年 9月 24日 17时 00分前（以银行到
账时间为准）。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年 9月
24日 16时止；咨询电话：15188465808、17637727772、
15637759369； 公司地址： 南阳市中泰国际大厦 1002
室；公司网址：www.nyzgpm.com。

南阳市正公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拍卖公告

长期以来，自助餐厅因“不能打包、任吃任取”的业态属性，刺激了小部分消费者“宁
可吃剩、不能吃亏”的“自助餐心态”。

当前，在餐饮业纷纷响应厉行节约、抵制浪费的新风尚之下，一直难以摆脱“浪费”标
签的自助餐厅，也正从自身特点出发，通过诸如押金制、卡供应、限时间等一系列办法来
减少浪费。

针对少部分人“自助餐心态” 商家“新招”不断
一家中型粤式茶点自助

餐厅的管理者告诉记者，相
比同等体量和类型的非自助
餐厅， 他们每天因食物浪费
而增加的成本近千元， 一个
月下来就是近 3 万元的食物
被浪费。

随着厉行节约、 抵制浪
费的新风尚在消费领域得到
贯彻， 针对自助餐这一用餐
形式，商家也在践行“光盘行
动”中探索出不少新办法。

押金制。 上海市某商圈
一家人均百元以上的自助餐
厅门口提示：“买单时需您另
外支付 100 元押金， 押金凭
证需保留好不要遗失， 用餐

两小时不浪费、不超时，可凭
押金单到收银台退还押金。”

“这个新制度已经实行
一个月了， 除非客人浪费过
于严重， 否则一般情况下都
会将押金退还。”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会有一些客人过度
浪费， 我们会酌情扣除部分
押金，有顾客认罚，还有一些
顾客会选择把食物吃掉。 ”

卡供应。 上海市徐汇区
一家日料自助餐厅内， 在取
餐台旁边摆放着“每人每次
限领 1 份”的提示标牌，对于
拿取食物比较多的客人，工
作人员会进行“少拿多次”的
善意提醒。 记者在走访中还

发现了一种半自助化点餐模
式， 尽管也是缴纳固定费用
入场，无限量吃到饱，但这类
餐厅是由服务员提供点单、
上菜服务，只有少数蔬菜、水
果、调料等让消费者自取。

限时间。 有的自助餐厅
在就餐时间上做限制， 一般
点餐限时一个半小时， 用餐
时间两小时。 还有自助餐厅
采用分轮点餐模式， 消费者
最多可以点餐 3 轮。 北京某
自助餐厅店长认为，分轮、限
时点餐的自助餐模式， 消费
者可以对自己的胃口进行预
判，比单纯提醒“勤拿少取”
更有实际效果。

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 止住自助餐“剩宴”三难待破解
尽管厉行节约已成社会

共识，但在自助餐这种餐饮形
态中，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

记者在一家烧烤类自助
餐厅看到， 店家提供的餐食
种类多达百余种， 几乎每一
桌都被餐碟堆满。 服务员告
诉记者，尽管有入场押金在，
但食客多拿食物最后吃不完
的现象仍比较常见。

规则好立不好守。 以某
烧烤自助餐厅为例， 押金条
例上写明了“剩余餐食超过
150 克， 押金恕不退还”，但

实际操作中， 所谓的“150
克” 也只是服务员“目测”，
“只要不过分就行”。

店家“松紧尺度” 难拿
捏， 用餐体验和抵制浪费需
平衡。“我们其实也很难办，
要是严格执行所谓的克重限
制， 哪怕超过一克也是要罚
钱的， 但罚还是不罚？ 罚多
少？ 这都是问题。 ”一家海鲜
火锅自助餐厅的店长郑昊表
示，“饭店做的是口味和人
情， 不近人情地要求顾客可
能会降低用餐体验。 ”

食客担心“实惠不成反
被坑”，限制一多难“自助”。
合肥市民黄女士是自助餐厅
的常客， 在她看来，“吃自助
餐图的就是实惠， 得到实惠
的同时确实不该浪费”。但她
也表示， 有的自助餐厅上餐
期间不是把食物一次上齐，
而是根据情况适当上菜,“这
就导致我想吃的、 价格稍贵
的食物迟迟不上， 能填饱肚
子的、 单价较低的却上得又
快又多， 让人怀疑商家以防
止浪费为由降低成本。 ”

节约风尚正流行 “新招”还需精准“下刀”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厉

行节约的新风尚正在得到广泛
响应。 入场交押金越来越能被
接受， 不少食客表示，“每次夹
取或点餐的时候， 都会掂量掂
量”。 但要彻底告别“自助餐心
态”，靠的不仅是一个个限制浪
费的“新招”，更有赖于抵制浪
费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以及新
风尚之下店家更加高质量且精
细化的服务。

“放任不管当然不行，但是
管得太多也不行。 ”上海白领余
晓彤说，“我觉得自助餐厅与其
让服务员‘掂量着’上菜，不如让
服务更加精细化，哪怕多问一句

‘您最想吃什么，我们先上’。 ”
郑昊认为， 自助餐抵制浪

费“过程控制比结果控制更重
要”，“总是盯着食客最终浪费
了多少， 不如在过程中强化不
要浪费的理念， 服务员多对消

费者过度拿取食物的行为进行
提示，对浪费的后果稍加提醒，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能听进
去的”。

“针对自助餐浪费现象，首
先应该加大节约行为的引导和
提倡， 至于自助餐浪费到底该
不该罚以及罚多少， 应该以店
家和顾客双方的约定为优先。 ”
上海君澜（无锡）律师事务所律
师何至诚说，“比如二维码点餐
时， 店家可以事先给顾客一个
浪费行为规范惩戒的约定，只
要顾客同意， 就有了电子合同
的效力， 能在无形之中强化顾
客的节约意识。 ”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消费
者对自助餐的理解不断改变，
以及餐厅在控制成本和拉新留
客之间形成更好的平衡， 相信
自助餐的“浪费”标签也将逐步
被撕去。 ②8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