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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美发消费卡进入合同时代
9家企业今起将与办卡消费者签订合同，“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成为历史

! ! ! !

本报讯 美容美发消费卡近年来

已成为该行业的主要促销手段，“充

值
!""

元送
#""

元”、“充值消费卡后

打七折”等各种优惠手段令消费者眼

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此类预约式

消费卡缺乏有效监管，时常造成消费

者与商家的纠纷。
$

月
%&

日，常州工

商行政管理局、常州市消费者协会、

常州市美容美发行业协会联合制订

了《常州市美容美发行业预付式消费

卡简章》和《常州市美容美发行业预

付式消费卡合同》，首批纳入管理的

有
'

家企业，今日起，在这
'

家企业

办理美容美发卡的消费者将与企业

签订第一批正式合同。

合同条款详细 杜绝消费纠纷
首批与消费者签订预约消费卡

合同的包括常州市小高美发连锁有

限公司、常州市花之裕美容有限公

司、常州市伍佰形象沙龙等
'

家企

业。据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该合同

内容非常详细，考虑到了常见的多

种纠纷原因。“对消费卡能消费的项

目规定不清楚、有效期模糊、使用范

围限制等，都是此类纠纷的常见原

因。”该工作人员说，合同第一条就对

这些内容进行了规范。“合同上规定

了本卡可消费的项目、有效期、能在

哪些门店使用、能不能和其他优惠活

动一起使用；对卡面金额、实际收费

等也有明确登记，这就减少了很多纠

纷的产生。”

合同也对很多偶然情况进行了

补充说明，如第三条第三款“消费卡

内余额不足支付当次消费，甲方可以

现金补足，并一次性享受原折扣”，第

三条第五款“甲方消费卡遗失的，本

人应及时向乙方挂失，乙方应为甲方

补办新卡并收取
(

元成本费。因甲方

未及时挂失，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

承担”。市消协工作人员说：“不要小

看这些，相当一部分纠纷都是因为它

们产生的，以往办卡根本不可能约定

到这么细。”

规定违约责任 如有争议可起诉
据了解，合同对违约责任进行了

详细说明。合同规定，因经营者原因

需要变更消费卡使用的，应征得消费

者同意。消费者不同意的，其有权退

卡，退卡按购买时支付的实际费用减

去享受优惠幅度后的消费额，退还卡

内余额。因经营者原因需终止消费卡

使用的，应提前
#)

日以合理有效的

方式告知消费者，并妥善做好退卡工

作。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违约的，违

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金额在签

订合同时规定。

在合同第六条争议解决中规

定，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

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向常

州市美容美发协会、常州市消费

者协会申请调解；如协商或调解

不成的，可向常州仲裁委员会仲

裁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成为历史
在合同第七条附则中规定：消费卡所

载条款应与合同一致，如消费卡背面条款

与合同冲突，以合同为准。“有不少商家会

在消费卡上标注：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

有，这显然是霸王条款。”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

年国家工商总局出台《合同违法

行为监督处理办法》，将“本公司拥有最终

解释权”列为违法行为，最高将处以
*

万

元罚款。“美容美发消费卡也存在这一现

象。合同中对此进行了规范，即使在消费

卡背面印有自带条款，也不能和合同有所

冲突，否则以合同为准。”

据了解，常州市美容美发协会拥有

%+)

家企业，首批参与签订合同的
'

家

都设立了预付卡保证金制度，在同类企

业中较为正规。协会工作人员称，希望通

过此次合同的签订，使常州市的美容美

发行业更加正规化。

!舒泉清"

干扰器·发财梦
! ! ! !

很多私家车主停车时都习惯使用

遥控钥匙，但很少有车主摁下锁车键后

会再去拉一下车门，验证一下是否锁好，

如此就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了可乘之

机。
$

月初，溧阳市检察院批捕了涉嫌盗

窃的毛某、李某和沈某，检方查明，去年

%%

月至今年
*

月间，
*

人利用网上购买的

汽车防盗干扰器，在溧阳市频频作案，最

多一次从一辆黑色奥迪
,+

轿车内窃得

人民币
-

万余元、港币
%!

余万元。

1

! ! ! !

去年
%%

月的一天中午，溧阳市

民姜某把上午卖废钢拿到的
%)

万

元人民币用黑色塑料袋装好，丢在

了奥迪轿车的后排座位上。下午
%

点左右，姜某开车带着朋友到江南

春市场办事，车刚进停车场就被守

株待兔的毛某等人盯上了……

按照分工，沈某在停车场边上晃

荡，眼睛盯着姜某，只见姜某和朋友在

车里谈了一会，准备下车，沈某立即给

坐在另一辆车里的毛某使眼色。姜某和

朋友下车后径直离开，走出三四步才按

下遥控锁车键，只听“嘟”一声，姜某以

为车子锁上了，头也没回就和朋友进了

市场。其实，一切尽在毛某掌控之中，从

姜某下车那一刻起，毛某手中的干扰器

就一直处于开通状态，奥迪车虽然发出

了“嘟”的锁车音，但车门其实并未锁

上。四五分钟后，李某来到奥迪车边，先

透过窗玻璃看了看，发现后座有一只拎

包和一个黑塑料袋，内心狂喜，当即拉

开车门，迅速把拎包、塑料袋偷走。得手

后，毛某等人开车直奔苏北老家，途中

清点后发现，一共到手
%%

万余元现金。

大意的失主姜某从市场出来，竟未察觉

钱物没了，又去了一趟苏浙皖边界市

场，之后回到公司下车时才发现。

2

! ! ! ! %%

万余元入账，毛某等人在老家

着实开心了一阵，因为“干活”风险太

大，直到今年
*

月份，他们才再次开车

来到溧阳“踩点”。

*

月
%)

日中午，溧阳市民胡某驾驶

奥迪
,+

私家车到平陵小学边上的理发

店理发，车子停在了平陵小学正门对面

的路边，下车后胡某用遥控锁车后离去。

几分钟后，李某来到车旁，一眼就看到副

驾驶位置上有一只鼓鼓囊囊的黑色
./

皮包，于是向不远处的毛、沈二人示意。

李某走开后，沈某来到车旁开门拎走皮

包。打开
./

包，毛某等人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包里有一扎扎捆好的港币，

清点后是
$$

张一千元面值、
-0

张五百元

面值，一共
%)

万元，外加人民币
-

万元。

包里还有一个男士钱夹，打开钱夹，里面

又有
!1'

万元港币和七八千元人民币。不

过，小学附近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他们行

窃的全过程，
*

人于今年
+

月全部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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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某向警方供述，他先是在网上

买了两个汽车电子锁干扰器，然后在

苏北老家租了轿车，每次盗窃都是开

车到溧阳，得手后连夜返回，“我们看

到有汽车要停车，就跟上去，把干扰器打

开，干扰车主锁车门，如果锁汽车的灯没

有闪，就证明干扰成功了。”

承办检察官介绍，干扰器是一种信号

屏蔽器，主要是由一块芯片和一个无线电

发射装置组成。当车主按下遥控器锁门

时，干扰器通过发射与汽车遥控器相同的

频率来干扰电子锁接收遥控器信号，使汽

车得不到锁门的命令，车主锁门时，虽然

也会听到“嘟嘟”或“咔嗒”的声音，但车门

并没有真正锁上。

对于防范这类高科技“利器”，检察

官认为最根本的方法是车主用遥控钥匙

锁车后，一定要再拉一拉车门，确定车门

已落锁后再离开。此外，车内千万不要放

现金、银行卡和证件等贵重财物。

袁琴琴 钱鹏 童华岗

检察官的话!

车内财物的被盗往往与车主大意有

关# 否则纵使拥有高科技干扰器$如果车

内空无一物$小偷也只能空手而归#

徘徊2小时，女子纵身跳河
■被救女子：“其实我不想死……”
■民警提醒：围观者不当言行会加剧当事人的极端情绪

爬上过河管道，引来数百围观；有人拍照摄像，有人议论纷纷———

! ! ! !

本报讯“我死给你们看！”昨晨
2

时

0!

分许，在长江路小茅山桥的过河管道上

徘徊了近
-

小时的女子纵身跳下大运河，

约
-)

分钟后，女子被救上岸。

昨天早晨
2

时
-)

分许，暂住在小茅

山桥附近的钱某母女发现，桥上桥下围了

许多人，紧挨着桥面的过河管道上站着一

女子，年约
#)

岁，胸口抵着一把刀，情绪

激动，有
-

名民警正在劝说。当时正值早

高峰，来往人很多，有的将车子停在路边

围观，有的怕看不清，拼命挤进人群中。

“死不了的，要死也用不着到这地

方。”“她不会跳的，大清早就来了，作了几个

小时了。”时间一长，围观者中有人议论，也

有人掏出手机来拍。“突然，我听到那女的喊

了一句‘我死给你们看’，转身就朝下跳。”钱

某告诉记者，见这么多人围着她看，那女子

情绪激动，好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钱某称，过河管

道距离河面约有
%)

米，女子跳下去后，过了

好一会儿终于头浮出水面，拼命扑腾，桥面

上的民警扔下准备好的绳子和救生圈，那女

子一把抓住绳子，运河南岸边小艇上一名民

警则赶忙穿上救生衣下河，可不知怎么回

事，游了两三米后仿佛有些不支，赶紧折回

岸边，被众人拉上了岸，另一民警则划艇向

女子靠近，欲将她拉上艇，但却始终拉不上。

僵持了三四分钟，眼看情势危急，突

然，北岸边一名男子跳入河中，奋力游向

出事地点，试图将女子托上小艇。可是，因

河水很深，无处着力，加上女子拼命挣扎，

那男子也无法将其救上艇，只得竭尽全力

托住她的腰，并向围观者求援：“快来帮帮

忙！”岸上无人响应，艇上的民警与水中的

-

人继续在河中央挣扎努力了好几分钟，

终于南岸有一名勇敢的小伙子下了河，游

过去奋力将小艇往岸边推，女子得救。

据了解，率先下河救人的男子姓秦，

是武进一家民办学校的体育老师，当时他抱

着孩子去散步，见此一幕，赶紧将孩子托付给

一名围观者就跳下了河。据他说，当时他问女

子为何想不开，女子回答，“其实我不想死，是

他们逼的。”据称，跳河前，女子看到有人拍

照、摄像，曾情绪激动地进行阻止，被救上岸

后，仍咕哝着对围观者的不满。

记者随后了解到，大约早晨
+

点，就有

人报警称该女子爬上了过河管道欲寻短

见，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处置民警表示，当事人做出过激行为

主要原因固然在于自己，但围观者的不当

言行往往也会加剧当事人的极端情绪，将

其推向险境。 !芮伟芬"

图片提供%网友&最爱秋刀鱼'

记者手记!

徘徊了近
!

个小时的女子$最后还是

跳河了#幸亏$在警民的共同救助下$有惊

无险#

反观这起意外事件$主角看起来是

那名女子$但其实$是每一名围观者# 那

名女子固然该反思$ 但那些围观者$尤

其是发出不当言论(做出不适当举动的

围观者$又何言无关) 是否$也该深思)

突发事件发生时$ 因为能力的大

小$我们不要求大家都去见义勇为# 但

起码$我们的言行不能推波助澜# 那些

因种种原因站在危险边缘的当事人$其

实$绝大多数并不是真的想要结束自己

的生命$但一旦被围观$甚至受到围观

者的言行刺激$ 他的窘迫就会被放大$

激愤之下反而酿成惨剧#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如果你无法

做到&拉人上岸'$那就守好自己的本分$

千万不要不自觉地&推人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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