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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里糊涂被搭售
如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一、标的名称：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二期）有限公司四台岸边集装箱起
重机采购项目。

二、购买招标文件时间：自2017年11月22日起至2017年11月29日止，每
天9:00-12:00，14:30-17:30（节假日除外）。

三、网上注册报名时间：2017年11月22日8：30起至2017年12月12日
17:00。

四、招标代理机构联系方式：广东时代华启招标有限公司（珠海市香洲紫荆
路63号五楼517室），联系人：李先生，0756-2211516。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公告在《珠海特区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ggzy.zhuhai.gov.cn/上发布，招标过程的澄清、答疑及其他特别公
告以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为准。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二期）有限公司
广东时代华启招标有限公司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11月22日

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1700455C）

一、项目名称：拱北海关总关“四
园一场”物业服务项目(招标编号：
G- GDJZ2017- 025FW)，采 购 预
算 ：人 民 币 17,979,000.00 元/三
年。二、具体详见中国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gov.cn/）、中
国海关网。三、采购代理机构：广东
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联系人：
郑小姐，0756-3826858。

广东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日期：2017年11月22日

招标信息

尊敬的各位村民：
为积极响应珠海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市改造更新的号召，根据《珠海市城

中旧村更新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上北经济合作社、下
北经济合作社定于2017年12月16日召开村民大会，由上北村、下北村村民分别对
其所在村进行城中旧村改造更新的相关事项进行公开表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2017年12月16日10:00—13:00
二、地点：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村下北卢公祠
三、表决事项：1、更新意愿；2、实施方式；3、引入前期合作企业
四、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由村民或授权代表填写《表决票》，

选择上述3个表决项目的相应选项
五、投票规则等相关安排详见上北村、下北村公示栏公告
六、本次表决大会由广东百步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
特此公告

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上北经济合作社
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下北经济合作社

2017年11月21日

关于召开珠海市唐家湾镇北沙上北
经济合作社、下北经济合作社

村民表决大会的公告
通 告

因道路绿化提升施工需要，现决定对以下路段实施

交通管制：

一、2017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封闭机

场路（三号闸至金湾立交段）南往北方向两条机动车道，

另两条车道通行。

二、2018 年 1 月 23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封闭机场

路（三号闸至金湾立交段）南往北方向应急车道。

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11月21日

通 告
因横琴新区管网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8 年 1 月 20 日，对以下路段实施交通
管制：

一、全封闭汇通一路，车辆绕行汇通二路。
二、半幅封闭十字门大道、荣港道、汇通三路，另半

幅供车辆双向通行。
三、封闭汇通二路、荣粤道双向各一条机动车道，

另一条车道供车辆通行。
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11月21日

夏宁遗失高级美容师证，证
号：1519031100302006，声明作
废。

朱守轩不慎遗失士官证，证
件号士字第 12411951，声明作
废。

黄启光遗失汽车维修检验员
证书，证书编号：161900111130
0040，声明作废。

王思友遗失A1A2道路运输
从业资格证，证号：3408111964
12154830，声明作废。

林卓生遗失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证（A4电梯安全管理）证号440
421198403178017，声明作废。

叶建华遗失来往港澳通行
证，证号：K90700468，声明作废。

周华林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
证，证号：44022419770916179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金辉源建材经营

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4026003556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陈笑娟猪肉档

（92440400L4027966XA）遗 失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限额千元版）存根联23份，发票
代 码 144001701520，号 码 ：
00582385-00582407，未填用未
盖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福禄寿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全晟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百康进出品有限公司

遗失报关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创辉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布鲁菲斯（珠海）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报关专用章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齐鼎鑫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50016616201，编号：5810-
051321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元正投资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400304233444P，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丽媛小吃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4026003501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都市嘉餐饮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084530956U，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新麻友棋牌室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400MA4WAGG
N1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闽阳石业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2-2），
注册号：440400000394144；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粤（地/国）税
字440401068540388；遗失组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本 ，代 码 ：

06854038-8；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50009787901，编
号：5810-036213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翰墨轩工艺品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405600194148，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亿灵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
扣联、发票联）5份，发票代码：440
0172130，发票号码分别为：0461
6009、04616010、04616011、046
16012、04616013，已盖发票专用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涂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乾务镇高配汽车养护
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U

URNN3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博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404007879
03501B）遗失已填开广东增值税
普通发票（第二联：发票联购买方
记账凭证）1份，发票代码：44001
63320，发票号码：44824342，已
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儒苑教育信息咨

询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40402600324592，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三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亨腾威尼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使用
登记证编号：梯粤C0897，设备注
册代码：301044040020050800
38，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90元，内容5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个人证件遗失声明 遗 失 声 明

买机票被稀里糊涂地搭售
了保险、订酒店一不小心被捆
绑了酒店抵用券……近来，“捆
绑销售”成为消费者投诉旅游
在线网站的主要问题。

为何热衷“捆绑销售”？

“捆绑销售”几乎成了如今
旅游在线网站一个普遍的行业
现象。究其原因，还要先搞清
这些旅游网站的营利模式。

记者经采访了解，机票代
理销售行业长期实行“前返＋
后返”的佣金模式。在航空公
司给机票销售代理人的代理佣
金中，“前返”（即按票面价格一
定比例的手续费）统一为3％；

“后返”根据代理的销售情况，
一般在2％至5％不等，也就是
业界俗称的“3＋X”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代理人一
张机票的返点收入一般维持在
4.5％至5％。也就是说，一张
1000 元的机票，代理人能有
45元至50元的代理费收入。

从2014年开始，相关部门
提出“提直降代”，即要求航空

公司提高直销比例，降低代理费
用支出。2015年，南航宣布代理
费降至0，厦航随即跟进。此后
国航、东航也陆续取消机票代理
费。随着其他航空公司的跟进，
国内机票销售佣金越来越少。

2016年2月，民航局下发通
知，明确航空客运手续费支付标
准由按销售额比例支付，改为按
每张客票定额支付。同时明确航
空销售代理企业不得向旅客额外
加收客票价格以外的任何服务
费。该文件当年7月1日全面实
施后，在线旅游平台及机票代理
商的佣金收入较此前大幅降低，
航空公司与代理商利益格局趋于
固化。佣金少了，但在线平台销
售一张机票的成本并未减少。据
携程旅行网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国内一张机票的代理费平均不
到10元，而一张机票的平均销售
成本在14元到16元，包括人力、
网站或移动端技术的框架搭建与
更新成本等。

“捆绑销售”违不违规？

针对“捆绑销售”现象，民航

局运输司副司长于彪此前表
示，许多在线航空机票销售平
台甚至部分航空公司的官网，
采取把贵宾休息室和保险等机
票以外的服务产品采取“默认
选项”的方式，出现在购票环节
当中，很容易误导消费者在识
别不清的情况下，购买到不需
要的服务和产品，花冤枉钱。

对此他表示，民航局关于
规范互联网销售行为的通知，
明确严禁企业搭售的行为。这
份通知还明确，要进一步增加
对其他网上销售行为的规范。
如现在许多优惠机票、优惠酒
店等，都具有类似于退改签的
一些限制条件，如果不清晰地
告诉旅客，很可能导致产生后
期的服务纠纷。

对于“捆绑销售”现象，国
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
竞争执法局局长杨红灿此前表
示，在经济活动中，不违反法律
规定的“搭售”行为是允许的，
即尊重企业自主经营权。“但是
有一个前提，不能损害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如何让大家明明白白消费？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购买
机票或酒店等产品，需要行业
主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也需
要企业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加强
自律，还需要改变原有的代理
佣金商业模式。针对近来消费
者的集中反映，携程已经在“普
通预订”窗口推出了不含任何
附加增值产品的机票，并针对
消费者关于附加增值产品的问
题，开通了24小时的服务热线。

如何改变原有的代理佣金
商业模式？有专家表示，在线旅
游平台对旅客的服务是有价值
的；明明白白地收取服务费或许
是可行之策。一是国外航空公
司有收取服务费等类似费用的
模式，二是国内包括电影票等在
线销售，都在收取服务费。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
允许旅游企业向供应商收取代
理佣金和向消费者收取服务费，
关键要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本报记者 耿晓筠

“司马光砸缸”是家喻户晓
的历史故事。据《宋史》记载，
司马光七岁时，有一次跟小伙
伴们在院子里玩耍，其中一个
孩子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
水深，眼看孩子遇险，其他小孩
都慌了，只有司马光不慌不忙，
从地上搬起大石块，砸破水缸，
救出同伴。幼年司马光的勇敢
机智被后人传为佳话。

为让中华好故事代代传
诵，2004年6月1日儿童节，中
国邮政发行《司马光砸缸》特种
邮票。据了解，《司马光砸缸》
特种邮票全套 3 枚，面值 3.6

元。同时发行的还有小版张一
版，面值7.2元。3枚邮票分别
描绘了故事中的“落水”、“砸
缸”、“获救”3个环节，表现出司
马光幼时的机智和勇气。小版
张6枚2套邮票，其中1套3枚
横连印排列下面居中偏左，另1
套3枚在上面分别排列在左上
角、右中间和左下角与边饰图
案相连，组成故事情节；画面右
上角为直排“司马光砸缸”字样
和一个风筝图案；邮票右下角
为“北京邮票厂”厂铭。

邮票画面设计采用趣味横
生的风格，人体丰腴，面目清
丽，色彩明艳，情节生动，具有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韵味。
第一枚《落水》画面描绘了司马
光和两个儿童在水缸边玩耍，
其中一个小孩掉落水缸中的情
景；第二枚《砸缸》画面描绘了
司马光用石块砸破水缸，看着
水缸里流出水时的情景；第三
枚《获救》画面描绘了获救的小
孩和司马光等依偎在母亲身边
时的情景。

“少年儿童故事”系列邮票之四

“砸缸救友”的小英雄

2004年6月1日发行的《司马光砸缸》邮票一套3枚。

□本报记者 耿晓筠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
诈骗也异化出不同的技术形式，
让不少人一不留神就“中招”。

预防网络诈骗有哪些有效措
施？珠海横琴村镇银行理财师向
珠海市民支招：第一，不贪便宜；
第二，使用安全的支付工具；第
三，不要在网上购买非正当的产
品，如手机监听器等；第四，不要
轻信以各种名义要求先付款的信
息，更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银行卡
借给他人；第五，妥善保管私人信
息，尽量避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
使用网上电子商务服务。

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网银安
全？珠海横琴村镇银行理财师认
为，网上支付的安全威胁主要表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密码管理不
善。目前，许多市民和企业在所
有网站上使用相同密码或者有限
的几个密码，这样很容易遭受黑
客的暴力破解。二是病毒木马攻
击。不法分子会利用“木马”“病
毒”诱骗获取用户账户、密码信
息，并实施诈骗。三是钓鱼平台
诱骗。骗子将自己伪装成银行等
可信的机构，骗取用户的信用卡
号、口令等信息。珠海横琴村镇
银行理财师温馨提示，市民保护
网银安全应尽量做到“六不、一限
制”：一是不在公用电脑登录网
银，如发现账号有异常情况，应及

时修改交易密码并向银行求助。
二是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应核
实银行的正确网址，再安全登录
网上银行。三是不点“记住密码”
选项，登录交易系统时尽量使用
软键盘输入交易账号及密码，并
使用该银行提供的数字证书增强
安全性。四是不忘记点“退出”，
使用完网上银行后，应点击“退
出”按钮。使用U盾购物时，在交
易完成后要立即拔下数字证书
Key。五是不要将存储额较大的
储蓄卡或信用额度较大的信用卡
开通网上银行。六是不要用生日
做密码，这样很容易被破解；此
外，要对单笔消费和网上转账设
置金额限制，并开通短信提醒功
能。

对于喜欢在网上“剁手”的市
民，珠海横琴村镇银行理财师支
招，不要轻信网上低价推销广告，
也不要随意点击未经核实的陌生
链接，要尽量选择到知名的、权威
的网上商城购物；尽量通过网上
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切忌直接
与卖家私下交易；在购物时要注
意商家的信誉、评价和联系方式；
在交易完成后要完整保存交易订
单等信息；在填写支付信息时，一
定要检查支付网站的真实性。

让网络诈骗无机可乘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21 日
电 周二，A股延续反弹走势，上
证综指重返3400点上方。

当日上证综指以3410.50点
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18.10点，
涨幅为0.53%。深证成指收盘报

11602.10点，涨164.55点，涨幅
为1.44%。创业板指跌0.15%，
收报 1856.96 点。中小板指涨
1.47%后以8083.17点报收。当
日沪深两市成交有所放大，合计
超过5600亿元。

沪指重回3400点上方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1日
电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21日挂牌上市。截至当日，今
年以来A股IPO已达385家，创
下历史新高。年内首发募集资
金 1944.527 亿元，也超过了
2016年全年水平。恒林股份本
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1亿
股，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2500 万股，发行价为 56.88
元。当日N恒林以68.26元/股
开盘，此后封于81.91元/股的
涨停价，首日涨幅定格 于
44%。当日，深市中小板和创业
板分别迎来N中新和N宏达“加
盟”，首日涨幅也均为约44%。

今年A股IPO
数量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