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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桥下公共停车位乱收费
部门积极介入展开核查
富安公司：收费人员已被处罚 收费将迅速完善管理

广告

当事人曾纪财 2018 年 10 月 17 日驾驶川 AR4H41
号轿车未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经

营活动，违反了《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八条的规

定，依据《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机

关作出责令停止经营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的行政处

罚。因当事人曾纪财拒绝领取、未提供有效联系住址

等原因无法直接送达《四川省交通运输履行行政决

定催告书》川遂交运催 [2019]036 号，现以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遂宁市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处
2019年 6月 5日

交通执法文书送达公告
广告

投诉：应收3元却要收10元
“停车位都是收的 3 元，这里却要收 10

元，简直在乱整。”据市民李先生介绍，5
月 13 日，他驾车来到市城区公园桥附近办

事，见桥下有停车泊位，便将车辆规范停

放在了泊位内。而就在他办完事准备离

开时，却被现场的停车收费员叫住了，并

要求缴纳 10 元的停车费。

“城区公共停车位的停车费都是 3 元

一次，为啥停一下就要缴纳 10 元？”对于

收费员的要求，李先生当即不满，便立即
拨打了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投诉停车收
费员乱收费。5 月 14 月，遂发展集团也对
此作出了回复，称该处是由市交警部门统
一规划的机动车临时占道停车位，按照文
件规定标准执行收费小型客、轿车停车收
费 3 元 /车·次，超过 4 小时每增加 1 小时加
收 1 元。同时，也表示如果收费人员超出
标准乱收费，车主可以拒绝交费，公司核
实情况属实后会对该收费人员进行处理。

据 12345 热线统计，今年以来，公园桥
下的停车位已被投诉 28 次，其中 21 件为
投诉该区域乱收费。既然有标准为何不

执行？对违规人员又是如何处理？近日，

市效能办介入督办此事，责成遂发展集团

展开严肃调查。

调查：情况属实收费员已被处罚

接到市效能办督办要求后，遂发展公

司高度重视，当即责令下属遂宁市富安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此进行核查。

据了解，2013 年市城区 (含两园区 )机
动车临时占道停车管理收费职能移交至

遂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后，公司授权

下属富安公司全面负责机动车临时占道

停车位施划及收费管理工作。富安公司

对停车位经营管理实行合同承包制，并

与收费人员签订《临时占道停车位承包协

议》。

接到群众投诉后，富安公司立即致电

投诉人，了解车主停放车辆的具体桥洞和

收费人员的工牌号、姓名等具体情况，并

安排督查小组现场核查。其中 8 件乱收

费、7 件停车难问题经调查核实证据确凿，

富安公司已按照《临时占道停车位承包协

议》对违规收费员进行了现金处罚、月工

作例会通报批评，并建立台账备案，不纳

入年度优秀人员考核范围。另外 13 件乱

收费问题由于投诉人不能准确提供收费

员工牌号、姓名或所停放桥洞，督查人员

调查取证困难，无法对收费人员违规行为

进行认定，只能对该区域 5 名收费人员进

行宣传教育。

整改：畅通举报热线杜绝乱收费

针对这一现象，责任公司又将如何加

以整改和规范呢？据富安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因该公司之前对停车位经营管理

实行的是合同承包制，这也导致个别收费

人员素质偏低、服务意识淡薄、不遵守公

司规定等问题出现。下一步，富安公司将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短板，进一步加强

收费人员管理和培训，提高收费人员服务

质量，并逗硬问题处罚力度，做到发现一

例处罚一例，特别是对多次违规人员予以

清退。

同时，还将加强停车收费相关政策宣

传解释工作，并在停车收费公示牌上公布

投诉举报电话，与群众建立良好的沟通渠

道。群众如遇收费人员超标准乱收费，可

拒 绝 交 费 , 注 意 保 留 相 关 证 据 ，并 拨 打

2398993 进行举报。期间，公司也将加快

推进市城区智能停车管理项目，通过智能

终端进一步规范停车计费，提高管理水平

和服务质效，从根本上杜绝乱收费问题。

（全媒体记者 吕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飞）在传统

端午节来临之际，6 月 5 日，市文明办、市

民政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共青团遂宁

市委、市河东新区管委会在市河东新区

姜家巷敬老院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此次活动以文艺展演、节日慰问、知

识问答、包粽子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

系列主题活动，并实地调研遂宁希望养

老服务中心支部党建示范阵地建设、河

东新区社会组织支持中心志愿服务积分

兑换站点志愿服务情况，用实际行动落

实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引导广大群众在积极参

与中体验节日习俗、增强爱国情感、增进

文化自信，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推动我市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工作持续高位发展。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何飞） 端午

近，粽香飘。在端午佳节临近之际，6 月

4 日，经开区嘉禾街道龙桥社区举办“端

午粽飘香·温暖社区情”包粽子活动，让

社区居民深入了解传统节日、传承文化

习俗。

早上八点半时，社区工作人员把提

前泡好的糯米、红枣、竹叶等材料整齐地

摆放在桌子上后，便有不少热心居民、志

愿者纷纷赶来参与包粽子活动。居民们

告诉记者，包粽子、吃粽子，一直是我们

的传统习俗，社区举办的活动不仅让社

区居民感受到了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

也使大家在互帮互助的包粽子过程中，

增进邻里友情，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希

望社区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最后，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一同将

粽子送到了辖区的困难党员、困难群众

家里，为困难党员、困难群众送去安康

祝福。

端午节即将来临，粽子作为端

午应节食品进入消费高峰。近日，

市消委会发布了消费维权“攻略”，

希望广大消费者在选购端午粽子

时要擦亮双眼，理性购买。

多看多验多思考
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应到正规渠道购买粽子，并

注意产品标识细节。”据市消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消费者购买商品

时，要看清外包装上的标签标识，

如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

和地址、成分或配料表、食品添加

剂等标识是否齐全；挑选时，查看

包装是否完整或真空包装是否有

破损、漏气或涨袋等现象，还要闻

粽子是否有异味，清香味浓郁的粽

子食用时风味更好。不要购买无

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

产品。网购粽子时，要选择正规的

网购平台和信誉度高的网店经营

者，不要被“低价”“优惠”“特惠”

“专供”等促销广告迷惑。收到快

递物品时，要注意查看，一旦发现

问题食品，应及时拍照取证并联系

网店经营者或者电商经销平台。

少量购买分开贮存
控制食用量不可贪多

据了解，粽子分新鲜粽子、速冻

粽子、真空包装粽子，对于真空包

装类粽子和速冻类粽子，购买后应

按照标签所示方式保存，并按照标

示食用方法加工食用。新鲜粽子

每次应少量购买，及时食用，食用

剩 余 的 粽 子 要 及 时 冷 藏 或 冻 藏 。

生熟粽子分开贮存，打开的粽子放

在室温下不得超过 2 小时。

因粽子是由糯米做成的，大多

属于高糖、高能量的食物，不易被

人体吸收消化，易引起消化不良，

胃胀或疼痛。对于老人、小孩以及

患有糖尿病、“三高”的消费者，一

定要控制食用量。即使是正常人

一次也不宜过量食用，以免引起胃

肠负担过重，造成消化不良。

保存有效购货凭证
发现问题及时维权

消费者最好到正规商场、大型

超市购买粽子，同时保存好购货凭

证，以备日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消费者在购买粽子时，如果发

现有质量问题，应及时维权，可以

拨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

电话 12315，或者到辖区消委会进

行投诉、举报，及时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全媒体记者 吕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5 月 31
日，经开区广德街道办事处八角亭社区

以“粽叶飘香迎端午、幸福和谐邻里情”

为主题，在王家湾小区休闲广场举行了

迎端午活动，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增强居民温馨感和凝聚力。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把提前准备好

的糯米、粽叶、花生等必备材料整整齐齐

地摆上桌，随着一声口令，参与的“高手”

们便一起包起了粽子。经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一个个凝结着大家辛勤劳动汗水

的粽子新鲜出炉。

“能参与这次活动特别高兴，不仅让

我们感觉到了节日的氛围，还增进了邻

里情。”居民周阿姨高兴地说。

随后，由居民自己编排的节目陆续上

演，精彩的表演也赢得台下居民阵阵掌

声。此后，社区还组织居民开展了拔河

比赛、跳绳比赛，50 余名居民积极参与其

中，现场一片欢乐的海洋。

“遂宁一连锁店老板跑路，几十人被骗……”5 月 27 日

起，多名网友反映，“河东某小区楼下的发廊‘思格’关门

了，老板携款消失……”

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联系了河东工商分局进行了解。

消费者投诉：剩 1万余元还没用 老板就“跑”了

“我剩的 1 万余元还没有用完，老板就‘跑’了……”5
月 29 日，市民张女士拨打市政府服务热线 12345 反映，她

在上海思格护肤造型全国连锁机构——思格护肤造型充

值 3 万余元，一直在使用。但近期发现店铺关门了，自己

还剩 1 万余元未使用，拨打老板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据张女士说，目前，“思格”受害消费者组建了一个微

信维权群，受害者目前多达六七十人，估计涉案金额约 60
万元，且还在增加。

除了张女士，记者了解到，目前，河东新区工商分局已

接到 12345 转接“思格”相关投诉 46 件。消费者们投诉反

映，她们在河东思格护肤造型充值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上

万元，老板却携款“跑”了，希望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部门回应：对其营业执照不予注销

“消费者投诉的‘思格护肤造型’工商登记信息就是

位于东城一品附近的河东新区思格美容美发中心。”据河

东工商分局消保股股长黄仁富介绍，该美容美发中心的老

板是汪某某，除了这家店，他还在船山区注册了“四川易合

思格美容美发服务有限公司”，且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但这家公司已在不久前关门了。

采访中，记者得知，消费者投诉反映此事后，河东工商

分局工作人员立即赶往现场进行了核查，发现该店铺的确

已关门，旁边贴了一张“门面转让”的广告，上面留有两个

电话号码。随即，工作人员电话联系汪某某，但汪某某的

两个电话都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因为不能和汪某某

本人取得联系，工作人员又通过手机短信通知他务必到河

东新区工商分局进行约谈，但均未得到回应。

“经过合法的清算、注销程序，个体工商户、公司才能

从法律意义上注销其经营资质。”据介绍，目前，该案不能

进行消费纠纷调解。鉴于汪某某经营的店铺涉及债务、消

费者投诉纠纷，河东新区工商分局已将汪某某列入异常名

录，对其营业执照不予注销。同时建议受害的消费者，立

即到公安机关报案，以便追究其法律责任。

消委提醒：小心预付式消费的“坑”

近年来，预付款消费一直是维权热点。据市消委会

2018 年投诉热点和热点分析，涉及健身卡、餐饮卡、美容

美发卡、洗车卡、房屋装修等多个服务领域的预付式消费

问题是投诉“热点”。

据了解，虽然商务部于 2012 年 9 月出台了《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管理办法》，但仅规范了公司法人的单用途商业

预付卡的监管，对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济主体尚未作规

范。实际生活中，涉及个体工商户、网络经营者预付卡投

诉数量占主要部分，由于预付卡的监管存在部分空白，发

卡单位良莠不齐，诚信意识不一，特别是发卡人“跑路”后

消费者维权难以保障。

“办卡消费看起来很划算，实则坑人不浅。”河东新区

消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这些经营者在办理了大量会员卡后

转让他人，或在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擅自关门

停业、跑路，致使消费者无法联系到经营者，很难追回剩余

钱款。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在选择办理预付费业务时，

要牢记任何预付卡形式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一定要理性消

费。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思格护肤造型”老板“跑路”
数十人被骗 涉案金额约 60万元

今年 1 月以来，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先后 21 次
接到市民投诉，称在市城
区公园路公园桥下的公
共停车场，存在收费人员
乱收费现象。

日前，市效能办对此
展开督办，并责成遂发展
集团对此严肃查办。近
日，记者从遂发展集团了
解到，目前 21 件投诉中 8
件乱收费投诉已查证属
实，5 名涉事收费员被处
罚。

市文明办开展市文明办开展““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端午端午””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端午近 粽飘香 社区活动传承文化习俗 这里好闹热！八角亭社区与居民共迎端午

市消委会发布端午消费“攻略”

购买端午粽子请看清楚购买端午粽子请看清楚

志愿者教老人包粽子

公园桥下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