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头承诺莫轻信 预付卡使用条款要看清
近日，延庆工商分局接到投诉。消费

者王女士在某蔬菜公司办理了 7800元的
蔬菜卡，办卡时销售员承诺王女士购买该
公司的肉、蛋、蔬菜等商品都可以使用此
卡。王女士先后使用该卡购买了部分蔬
菜产品。之后，王女士用此卡消费时被告
知只能用来买蔬菜，不能消费其他商品。
王女士非常不满意，希望商家退卡，但该
蔬菜公司工作人员拒绝退卡。于是王女

士向工商部门求助。
接到投诉后，延庆工商分

局执法人员立即与该蔬菜公
司取得联系，核实相关情况，
并进行调解。最终，该蔬菜公

司负责人认识到公司行为存在不妥之处，
同意退还王女士卡中剩下的7140元，王女
士对执法人员的调解表示满意。执法人
员对该蔬菜公司进行了提示，要求其诚信
经营，不作引人误解的宣传。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消费者：
一是要谨慎选择预付费式消费模式，选择
规模大、信誉高的经营商家进行消费。二
是要科学消费，不要因为优惠幅度大而冲
动消费。三是要认真了解预付卡使用规
则，最好与商家签订书面消费合同，明确使
用细则和双方权利和义务。四是要留存好
相关的消费凭证、票据和合同，出现问题时
有证可查，以备维权所需。 张璐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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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区司法局
协办

以案释法

打折商品可以退货吗？
牛先生从某商场购买一箱

啤酒，共 24 罐，“优惠价”为 40
元。回到家后，牛先生饮用时发
现里面有絮状物，罐底还有沉淀
物。他连续又开两罐，每罐都如
此。于是牛先生要求商场退货，
商场经理以优惠销售商品为由
不予退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经营者必须保证售出商品的质
量，如果售出商品在一定期限内
出现质量问题，应该无条件修
理、更换或者退货，即便是打折
商品也不能例外。《零售商促销

行为管理办法》中也明确规定了
零售商不得以促销为由拒绝退
换货或者为消费者退货设置障
碍。所以，商场的说法是没有法
律依据的，必须依法退货。

律师提示：消费者购买到的
商品要保证能够正常使用，这是
基本的道理。本案中，牛先生有
权要求退货，商场不得拒绝。如
果商场坚持不退货，
牛先生可以到消费
者协会投诉，也可以
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卓栋供稿

本报讯（记者 夏超 通讯
员 陈慧）日前，记者从区城市
管理委了解到，经过 8个月的
紧张施工，康庄商业街改造工
程基本完成，不仅让原本环境
混乱的商业街更加干净整洁，
更结束了商业街没有路灯的
历史，让市民的生活环境更加
安全宜居。

随着夜幕降临，康庄商业
街路边的照明灯和景观灯柱
依次亮了起来。暖黄色的灯
光与新改建的红色建筑立面
相互辉映，现代化的商业气息
扑面而来。在南侧的小广场
上，跳广场舞的群众陆续赶
来，人们在明亮的灯光下，伴

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
据了解，康庄商业街建于

2003年，是康庄镇重要的商业
中心，也是附近居民购物、休
闲的主要场所之一。经过 15
年的风吹日晒，商业街两侧的
建筑外立面已经十分老旧。
同时，由于建设初期没有安装
路灯，居民夜晚外出极为不
便。对此，区城市管理委将康
庄商业街列入市级环境建设
重点项目，并于今年 3月启动
改造工程。

区城市管理委环境建设
与管理办公室项目负责人鲁
航介绍说：“此次改造，旨在提
升商业街的整体景观效果，商

业街的照明选择的是暖色调
的灯具，看上去更加美观。而
康庄大道则更加考虑实用性
和节能性，选择的是白色LED
灯。”随着鲁航手指的方向，记
者看到，不远处与商业街垂直
方向的康庄大道，在白色灯光
的照射下，宽敞而明亮。鲁航
继续介绍说：“目前，商业街的
广告牌匾也已经制作完成，预
计于近期完成安装工作。整
体工程完工后，将建成一条崭
新整洁的商业街，为康庄镇打
造‘世园风情小镇、科技创新
家园’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

此次康庄商业街改造工
程及商业街周边环境提升工
程共计安装照明设施 238套、
清洗粉饰改造建筑立面 2万
余平方米、绿化美化 5.7万平
方米、整修道路2.2万平方米、
更换门窗4660平方米。

“可不仅是晚上好看，白
天更漂亮！”“可不，所有的建
筑都进行了粉刷，跟新的一
样。”对于商业街改造工程，附
近居民感受颇深。如今的康
庄商业街不仅实现了亮化，粉
刷一新的建筑和整洁有序的
环境也让整个商业街的“颜
值”提升了不少，既为居民生
活提供了舒适和便利，也为冬
奥会世园会筹办举办提供了
坚实的环境保障。

康庄商业街改造提升靓“颜值”

灯火通明的康庄商业街 彭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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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金秋 通
讯员 姬敬余 马帅）近日，记
者从区政务服务办了解到，
日前，我区政务服务事项标
准化梳理全面完成，1355 个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申报
和预审，99.46%政务服务事
项进驻实体大厅，政务服务
实现线上线下协作发力，营
商环境得到持续优化，群
众、企 业 办 事 更 加 方 便、
快捷。

政务服务，坚持高标准
是基础。今年 9 月，区政务
服务办开始对全区 46 个委
办局及 18 个乡镇街道全面
进行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梳

理，重点解决不全面、不规
范和逻辑间存在错误等问
题，全面清理不确定性兜底
条款和已取消的证明材料，
进一步明确事项办理条件、
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办理时
限、优化办理流程。截至 10
月 31日，梳理工作已全部完
成，为推进政务服务“一网、
一门、一次”改革奠定坚实
基础。

与此同时，“一网通办”
工作正在加速推进，按照北
京市统一规定，目前，区政务
服务办利用北京市网上政务
服务大厅延庆站点，已实现
1355 个事项网上申报和预

审。以医疗保险工龄补缴为
例，之前，办事单位需要提供
《补缴申请》、劳动合同复印
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等
8 项申报材料，外埠人员最
多需要提供 10项申报材料，
单位经办人有时要跑三、四
次才能完成。开通网上申报
后，单位经办人在网上下载
相关表格，进行网上操作后，
再到社保经办机构申报材料
并缴费即可完成全部操作，
真正实现了让信息多跑路。

据了解，为不断提升群
众满意度，让群众企业办事
更方便，区政务服务办还大
力推动各部门服务事项进驻

新政务服务大厅统一办理，
截 至 目 前 ，部 门 进 驻 率
97.83%，事项进驻率 99.46%，

“只进一门”将让政务服务
更 方 便 ；综 合 窗 口 率 达
95.36%，“一窗受理”将让服
务更标准。同时，区政务服
务办结合乡镇街道政务服务
办、村（社区）政务服务站建
设，依托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审批（审查）结果和审批
证照等信息，推出“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事
项清单，加强线上线下功能

互补，推进“最多跑一次”不
断 延 伸 ，让 政 务 服 务 更
便捷。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大
力推进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工
作，进一步增加网上事项进
驻率，完善在线咨询、线上申
请、资料预审、上传等流程，
拓展网上办理深度和链条服
务，打造标准统一、公开透
明、便捷高效的服务流程，利
用互联网先进技术，变“群众
奔波”为“数据跑路”，让政务
服务真正快起来。

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1355个事项“网上办”99.46%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实体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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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村顺增家的闺
女歆童得白血病了，大
家都是一村人，大家伙
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
出力，帮帮他们……”
11 月 20 日，八达岭镇
营城子村副书记黄文
生焦急的声音通过营
城子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大喇叭一遍又
一遍地回荡在村内。
而在营城子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内，一个红
色的捐款箱摆在办公
桌上，不时有村民推开
办公室的门，将爱心捐
款投入到捐款箱内。

11 月初，八达岭
镇营城子村村民张顺
增的女儿小歆童不幸
罹患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需要一大笔治疗
费用。这个消息对于
并不富裕的张顺增一
家来说简直是晴天霹
雳。得知小歆童的情
况后，在八达岭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的指导
下，营城子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于11月20日
组织了一场特殊的献
爱心活动。在号召捐
款的广播声中，营城子
村村民陆陆续续来到
营城子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内捐款。 20、
50、100、500……人流
不断，捐款不断，村民
们将带着祝福的捐款
投入捐款箱，为与病魔
斗争的小歆童送去点
点希望。捐款活动持
续了整整一天，共筹集
到善款16060元。

此次捐款活动仅
仅是八达岭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的内容
之一。自八达岭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及辖
区内部分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正式挂牌成
立以来，八达岭镇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为基
础，结合镇内现有志愿
服务资源，充分发动基
层群众，举办了包括农
民中专班、志愿服务队
入村服务、爱心捐款等
在内的一系列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大力推
进八达岭镇农村乡风
文明建设，更好地宣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下
一步，八达岭镇还将持
续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在服务群众的
同时，宣传党的政策，
持续推进全镇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