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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07808
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旺顺

便民信息 遗失声明

招租转让

出租标准车间5000平方
有行车，行政写字楼独栋3000
平方，独立客(货)梯，地址:常州
市天宁区河海东路1~3号，沪宁
高速青龙和青洋高架出口500
米，黄金地段，配套设施齐全。
联系人电话:赵18018255810

88811711
4008800400

专注团餐26年

搬家服务

�常州市鸿基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402137196366U）
遗 失 发 票 专 用 章 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
不再继续使用

江苏真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兰陵聚珍2019秋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将于12

月9日、10日在常州金陵江南大饭店举行，本次拍
卖共有拍品843件，热烈欢迎广大藏友和社会各界
书画爱好者的参与。

拍卖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500号金陵
江南大饭店

预展时间：2019年12月8日下午13:30-19:302019
年12月9日上午9:30-下午17:00

拍卖时间：2019年12月9日下午19:30；2019年12
月10日上午9:00

咨询电话：18651996535（顾经理）
2019年11月29日

常州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公告
第1581号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经我
局审核批准，准予“常州市若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注册登
记，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常州市若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丁文丽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268号世纪广场D座310室

常州市民政局
2019年11月29日

减 资 公 告
经常州市新福海餐饮

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402085003007C)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注册
资本从 500万元减至 1
万元。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常州市新福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公 告
�常州子峰物料回收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3204111944102，声
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
续使用

�常州子峰物资回收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常州子峰物资回收有
限公司遗失法人章（李
峰）一枚，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父亲王国强、母亲冯莉
萍遗失王桢出生医学证
明，证号：C320489927，
声明作废
中 盈 财 税

◆代办1：公司注册—内资、外资
注册，注册地址、垫资等。
◆代办2：公司变更—名称、法人、
地址、股权变更，增资增项，变更
加急等。
◆代办3：会计服务—代理记账、纳
税申报、银行开户、税控申请，代理
社保等。
◆代办4：资质审批—餐饮服务、食
品流通、医疗器械、特种行业等许可
类业务。

代办业务咨询热线：
13861097167（微信同号）

体彩
第第11871187期期

咨询电话
（公招、投诉）

86616797

彩市信息

用生日号中体彩 500 万元大奖
在 7 位数历史上已屡见不鲜了，但用
全家人生日号中大奖就非常少见
了，而且一中还是 1500 万元！在体
彩 7 位数 19175 期，常州彩友杨先生
就上演了这罕见的一幕，近日他和
家人一起来到南京领走了这份大
奖。

在江苏体彩兑奖大厅，杨先生
直 言 ：“ 这 个 大 奖 是 我 女 儿 带 来
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杨先
生的宝贝千金在去年出生了，杨先
生自然十分开心，身为彩友的他立

刻联想到用彩票号码来锁定全家人
的幸福时刻，于是精心编制了 1 注寓
意深刻的 7 位数号码——3071514。
其中“3”代表全家三口人，“07”代表
杨先生的生日号，“15”代表杨夫人
的生日号，“14”自然是宝贝女儿的
生日号。从此以后，杨先生其他彩
票可以不买，但这注“3071514”成为
他每期必投的彩票号码，而且每次
投注还会倍投 3 倍，3 倍的意思也是
不言而喻，也是表示一家三口人。
为了投注方便，他还采用了多期投
注的方式，在投注了一年多以后，直

到 7 位数 19175 期，杨先生的好运来
了，当期的中奖号码正是他的这注

“3071514”，由于倍投 3 倍，他的中
奖金额高达 1500 万元。 在领取完
大奖之后，杨先生还一个劲地感谢
女儿，表示既然这笔大奖是宝贝女
儿带来的礼物，以后会好好规划，争
取加倍奉还给她。

缇彩

常州彩友用全家人生日号命中体彩1500万元大奖

客户抱怨司机不守约，司机
却称定价太低赔钱做生意⋯⋯货
拉拉、快狗打车网约搬家服务平台
近期频频被“吐槽”，在货运车司机
和客户两边“不讨好”。

搬家“见光涨”已成
行业潜规则？

杭州白领温先生最近为搬家
的事操碎了心，在朋友推荐下，他
下载了货拉拉App，“我看路上货
车、面包车车身经常有货拉拉的广
告，感觉用户蛮多，应该比较靠
谱。”

按照提示，他详细填写了物
品清单和起止点等信息，物品主要
是洗衣机、床垫两件大件，平台计
算出的运输费是135元，另收搬运
费230元，总计365元。看着价格
还算合适，温先生随即下了订单。

温先生说，下单后有司机迅
速接单，约好时间后第二天就开着
货车上门了。但进门一看，就说东
西太多太重，要加价100元。

“这是平台计算的价格，已经
形成契约，加价不合理。”温先生现
场打客服电话咨询是否允许加价，
客服了解详情后确认无须加价。
结果司机却“撂挑子”一走了之。

重新下单后，第二位司机到
达后同样提出要加价。接连两单

“见光涨”，温先生这才意识到，司
机现场加价可能是网约货运平台

的潜规则；如果再坚持不加价的
话，搬家可能要遥遥无期了，只好
妥协重新下单。

果然，第三位司机也“如出一
辙”提出加价，最终以加价100元
成交。

刚从北京到杭州工作的郑女
士也遇到类似情况。她在快狗打
车平台上下单拉货，“司机起先提
出要加500元，这比订单上计算出
的搬运费高出太多，我难以接受。”
郑女士拒绝后，司机直接就地卸
货，但是后台却显示订单完成。郑
女士向平台投诉，一直没有得到反
馈结果。

快狗打车司机姚师傅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坦言，大多数情况下确
实会加价，“如果客户比较爽快就
会要得高点，否则就少加点，万一
不能接受就取消订单。”

记者在黑猫投诉、聚投诉等
网络投诉平台上搜索发现，对货运
平台投诉的问题中，司机变相加
钱、乱收费等问题较为集中。例如
黑猫投诉平台“货拉拉”的投诉页
面上有600多条投诉帖，其中客户
投诉最多的是平台不开发票，其次
就是司机私下乱收费。而在聚投
诉平台“快狗打车”投诉页面，有
400多条投诉帖，投诉司机临时加
钱的帖子也比较多。

北京市工商局相关部门负责
人表示，搬家货运公司的价格陷阱
是投诉热点之一，较为常见的做法

就包括低价吸引消费者，之后坐地
起价，并额外收取楼层费、大件物
品搬运费等。

前端低价“吸流量”，
终端常闹“不愉快”

据了解，近几年，众多投资涌入
同城货运行业，激烈竞争下，一些互
联网货运平台如神盾快运、速派得、
蓝犀牛、1号货的等日渐式微，脱颖
而出的货拉拉和快狗打车成为目前
网约货运平台的头部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两个平台的
运营模式类似，即通过不断推广来
吸引资金注入，依靠价格战占领市
场，寡头竞争让客户和司机“二选
一”。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拉低了
价格，短期看对客户是件好事；但
是随着价格战延续，司机这一端的
收入被压得过低，导致司机私下加
价的情况屡屡发生。

在货拉拉接单了一年半的司
机孙师傅说，货拉拉收费标准低于
市场价太多，司机加价主要针对大
件物品，平台对大件物品的搬运费
定价包括：25元一件的基础搬运费
和每层3元的楼层费，“但搬运大件
我们要请人帮忙，一个人的人工费
都不止这些钱，不加价确实难以维
持，经常会和客户搞得不愉快。”

不加入平台吧，没单子；加入
平台吧，给的价格太低。这让很多
司机左右为难。

事实上，不光消费者在投诉，
司机对平台的投诉也很多。“有时
遇到用户无故取消订单平台扣款
或者扣分时，我们有申诉需求，但
工作时间打客服电话也常常无人
接听。”多位受访司机颇感失望：每
天接单超过三单后要按15％的比
例上缴信息费，但平台提供的服务
很难令人满意。近年来，在广东深
圳、浙江宁波都曾出现过网约搬家
服务平台司机维权的情况。

针对客户和司机抱怨的问
题，记者采访了两家平台企业。

快狗打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拥有 350 万名司机，在货运
价格上，与线下市场相比有绝对
优势；但搬运方面的价格，定量
比较难，“这方面客户有投诉建
议，我们正在研究，后续希望能
有一个较清晰的衡量标准来供
用户参考。”

“我们尝试将搬运费标准化，
但是搬家服务流程复杂，特殊情况
也比较多；标准化计价之外，有特
殊大件、用户下单与实际情况不
符、人工搬运距离过远等不在标准
计价范围的情况，是需要用户和司
机协商搬运费的。”货拉拉平台相
关负责人说。

加强平台标准化建
设，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业内专家认为，网约货车的

出现，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价格也更加透明；搬运行业
的互联网化，是一种趋势。但
是，由于这个行业存在需求低
频、不容易标准化等问题，网约
平台作为链接供需的中间方，必
须进一步完善运营模式和评价
体系，切实保护客户和司机双方
的合法权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汉卿认
为，网约货运平台面临的关键问
题是如何实现价格标准化，让供
需两端信息透明。与滴滴等客
运服务平台相比，搬家货运要复
杂得多，货运平台必须加强标准
化建设，建立服务质量体系。

李汉卿说，货运平台应加强
对司机的业务培训，提高准入门
槛；同时，对客户和司机的投诉
要及时反馈，切实保障双方合法
权益。另外，平台还可以通过技
术手段提高安全保障能力，如司
机背景审查、路程设计、交易过
程监控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杨建华认为，平台应当从长远发
展考虑，压缩平台管理费用，制
定与市场状况相匹配的定价规
则；同时应诚信经营，不得以低
价 诱 导 等 方 式 侵 害 消 费 者 权
益。有关主管部门也应加强监
管，对于失信企业或个人可列入
黑名单。 据新华社电

下单时明码标价，上门时却“漫天要价”

网约搬家为何难守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