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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征集维权线索第一天，广大读者热烈响应——

维权热线火爆 预付卡投诉热
□本报记者 李 玉 通讯员 魏 民 来小可

每年 3�15前后，投诉、曝光等热门话题成了大
家热议的焦点。本报联合12315开展的“3�15维权
曝光台”昨日启动后，热线电话火爆，各种维权线索
不断。在记者接到的20多个电话中，预付卡消费成
了投诉焦点。

昨天是“3�15维权曝光
台”征集维权线索第一天，
不少读者打进热线讲述自
己的遭遇。

手 机 尾 号 8987的 一
位男士反映说：他在体育
中心对面凯旋广场某健身
房花费 7800元办了一张
长期健身卡，自去年十月
份开始，店面断断续续开
门。咨询情况后，工作人
员说是店内重整升级，当
时也没太在意，但是到了
年底再去消费时，发现店
面招牌已经拆除了，连老
板 都 联 系 不 上 了 。 这 时
候，办卡的 200多会员都
慌了神，他们有的买了终
身年卡，还请了私教课，

充 值 金 额 从 1900元 到
20000元不等。一位女士
说，她从办卡到现在，一
共也就去了不到 10次；还
有一位消费者充值 9000
元，只去过一次。于是，
大家互加微信，组成维权
群。粗略统计下，涉案资
金 200多万。

接到投诉电话，记者把
投 诉 信 息 整 理 好 发 给
12315的工作人员，他们第
一时间核实营业执照，但是
查不到，又从受害人提供的
电话联系法人，一直提示是
个空号。将近中午十二点，
12315中心工作人员依然
在处理这件投诉。截至发
稿时，已经联系约谈。

健身房闭店，
200多预付卡消费者受害

无独有偶，市内一位
女士说 2017年她在市内
一家连锁美发机构办了一
张储值卡，当时冲着店面
大，又是连锁店，才放心充
值。令她没想到的是，卡
还没用几次，连锁店就经
营不下去了，而且是全市
所有店面同时关门。当时
老板还给每位顾客写了一
张欠条，“今欠某某美发卡
款多少元，下面是老板签
名及身份证号，并承诺再

次 开 店 后 依 然 可 以 来 消
费。”时间已过去两年，该
店面经营者仍没有新店开
张，也没有实际行动退还
现金。该女士多次拨打老
板电话，对方都以自己也
很困难搪塞过去。

接投诉后，记者连线该
前美发机构老板，他承认有
这个事情，但表示自己目前
无偿还能力，会积极想办法
解决，他晚点会联系投诉人
尽快还款。

充值款打欠条，至今难兑现

本报在此提醒，消费
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
时，一定要考察经营者的
市场信誉及经营情况，切
忌盲目办卡；在办卡
时要注意保留票据
等相关凭证。当发
生消费纠纷时，先与
经营者协商，协商不
成及时向消协或有
关行政部门投诉，或

直接向法院起诉；遇到经
营者携款潜逃，涉嫌诈骗
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案。③3

本报温馨提醒：涉嫌诈骗可报案

本 报 讯（通 讯 员 祁 晓 松
陈兰宇 李显阳）自 3月 1日
起，我市启用新版营业执照，颁
发新版营业执照之前存续的各
类市场主体，可以继续使用原
版营业执照，也可以申请换发
新版营业执照。

相比旧版营业执照，新版
营业执照最大的调整是对二
维码功能进行了统一，实现了
二维码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上公示的企业信息
精准连接，并且在营业执照上
增加了“打描二维码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了
解更多登记、备案、许可、监管
信息”提示语，方便社会各界
了解市场主体情况，进一步扩
大营业执照在社会管理领域
的重要作用，为市场主体自
律、部门监管和社会共治奠定
基础。

自 3月 1日起，我市开通
“全国企业登记身份管理实名
验证系统”，该系统具备身份验
证管理、电子签名管理、无纸化
电子档案管理等功能，将对我
市维护社会交易安全、保护群
众人身利益不被侵犯，规范市
场主体准入，把好事前审查关，
减轻事中事后监管压力，提高
监管效率起到更好的推动作
用。③3

自3月1日起

新版营业执照启用

“张仲景,南阳人。自幼聪
明好学,少有大志，不为良相,则
为良医……”这是杨磊的讲解。

杨磊，听名字，会认为是一
个帅哥，其实，她是个相貌清
秀,端庄大方,雅致恬静的美
女。作为南阳市张仲景博物馆
副馆长、副研究员，30年来，杨
磊摸爬滚打在她热爱的工作岗
位上，用汗水浇开了无数朵荣
誉之花，她的名字因此享誉南
阳讲解界。

“她多次担任河南省和南
阳市对外宣传推介、形象展示、
招商引资、对外开放活动的文
化讲解员。担任河南省委举办
的‘奋进的河南——庆祝建国
50周年成就展’讲解工作；担
任南阳（香港）恐龙蛋化石�旅

游文化资源展示推介暨投资
洽谈会文化讲解工作；担任南
阳（北京）南水北调生态文明
建设展览文化讲解工作；赴京
参加‘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
讲解工作。”同事们兴奋地告
诉记者，她的讲解，娓娓动听，
厚重清亮，质朴感人。那出神
入画的讲解，常常让听众听得
如痴如醉。

她还多次承担过党和国家
领导人及世界月季联合会主席
凯文�特里姆普等国际友人的
讲解接待任务，组织和主持三
百多场大中小学生走进医圣祠
参观学习仲景文化活动，特别
是她主持的第七届中国中医药
发展大会、历届张仲景医药文
化节、多届国际仲景论坛开幕

式和祭拜医圣典礼，渊博的学
识、精湛的技能和优雅的气质，
让她的讲解深入浅出、全面到
位、简洁精准，更是给人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印象。

作为副研究员，杨磊在业
务上刻苦钻研，策划中国传统医
德优秀文化、大国中医策、大国
诺奖路等系列展览；主持创作中
医药法华表柱、仲景娇耳雕塑、
医圣颂碑、习仲勋中医题词碑大
型雕塑；参加编辑出版发行《伤
寒论浅歌》、《金匮浅歌》，应邀出
席中国台湾台北医师节。

荣誉是奋斗出来的。从90
年代的南阳市讲解员大奖赛一
等奖、南阳市十佳公仆、共青团
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河
南省青年岗位能手到南阳市十
大杰出青年文明号号长等诸多
荣誉向杨磊扑面而来，但作为追
梦人的杨磊来说，荣誉属于过
去，奉献在于未来。③3

昨日，南阳市二中举行
2019年高考百日冲刺誓师大
会。高三学子们在校内挂起
自制的心愿卡，向自己的目
标发起冲刺誓言。随着高考
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市考生
进入冲刺备考阶段，但紧张
之余，不要忘了健康生活，希
望孩子们心想事成，考试顺
利。③3

本报记者 张 展 摄

高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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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磊：汗水浇开荣誉之花
□本报记者 王秀云

2019年3月8日~9日，“中华健康快车”委派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白内障专家刘小
伟教授，亲赴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请白内障朋
友提前预约，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预约电话：63082747、18639828626、13838727135
医院地址：南阳市百里奚路1169号，火车站乘10路公交车到铁路医院站下车

即到

中华“健康快车”白内障专家到南阳
预约专家手术火热进行中

（宛）医广【2018】第154号
广
告

南泰路与仲景路交叉口向西三百
米路南，三杰盛世嘉园有上下三层门
面房，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总面积
4000平方米，可用于办幼儿园、超市、
大型酒店等，现对外出租，价格面议。

联 系 电 话:15938882238
13938957323

门面房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