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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便民信息 �江苏七星汽车科技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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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钟楼区清潭
三社区青少年协会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正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20404323739192T，声
明作废

销户公示
由上海申瑞神洲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的天宁区茶山月星酒店装修项目已
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
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
示期：2021年12月3日至2022年1月14日），
如有异议，请向常州市建设工程管理中
心反映，联系电话：0519-86021526。

特此公告。
上海申瑞神洲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03日

�江苏七星汽车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预留印鉴)原法人章（周
国方）一枚，声明作废，
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常州欧列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继续使用

�常 州 欧 列 机 械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法
人 章 （PELISHENKO
ANASTASIIA）一枚，声
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
续使用

销户公示
由江苏捷德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年产

5000吨模压制品项目扩建项目施工总承包
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
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
示期：2021年12月3日至2022年1月2日），
如有异议，请向江苏常州武进区建设局反
映，联系电话：0519-86318226。

特此公告。
江苏捷德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捷德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

祎唯诺PE功能性膜项目车间工程施工
总承包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
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
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1年12月
3日至2022年1月2日），如有异议，请
向江苏常州武进区建设局反映，联系电
话：0519-86318226。

特此公告。
江苏捷德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捷德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年产

85万套三类6846植入材料及人工器官制造、
加工项目生产车间一、生产车间二、生产辅
房一、生产辅房二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
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
期：2021年12月3日至2022年1月2日），如
有异议，请向江苏常州武进区建设局反映，
联系电话：0519-86318226。

特此公告。
江苏捷德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销户公示
由江苏捷德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高

分子功能改性材料项目生产车间一工程
建筑施工总承包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
工工资已发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
专户销户，现予公示（公示期：2021年
12月3日至2022年1月2日），如有异
议，请向江苏常州武进区建设局反映，
联系电话：0519-86318226。

特此公告。
江苏捷德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朗桥国际文化交流(常
州)有限公司遗失法人
章（叶腊芳）一枚，声明
作废，寻回后不再继续
使用

销户公示
由常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实训楼及食堂改扩
建项目已竣工验收且农民工工资已发
放完毕。拟申请农民工工资专户销户，
现予公示（公示期：2021年 12月3日至
2021年12月30日），如有异议，请向常
州市建设工程管理 中心反映，联系电
话：0519-86021526。

特此公告。
常州二建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常州市嘉达建筑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204110905769，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常州市嘉达建筑有限公
司遗失法人章（徐小芳）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
继续使用

�常州市嘉达建筑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继
续使用

有房出租
有 超 高 车 间 1600m2带 行
25T，可供用电1000KVA。办
公写字楼出租2500m2，基础
设施证件齐全，厂区通道宽
敞，交通方便，靠沪宁高速、青
洋 高 架 出 口 500米 即 到 。
联系电话:18018255810赵女士

日前，一外卖员疑似在
电梯间往顾客餐盒里小便，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只因差
评产生报复心理！

电梯监控拍下外
卖员的恶劣行为

据了解，此事发生在安
徽省芜湖市镜湖区采薇苑小
区。据监控视频显示，11 月
29日晚23时32分，小区电梯
轿厢中，一名外卖员脱掉裤
子，向一份正在配送的麻辣烫
外卖小便。该外卖员小便后，
先是按下所到楼层的下一层，
又在系好裤子后，将麻辣烫的
盖子重新盖好并装入外卖袋
中。随后，该男子拿起外卖摇
晃几下，闻了闻外卖的味道。
到达所到楼层后，外卖员离开
电梯进行配送。

有知情人称，外卖员的
行为被查看监控的物业保安

发现，并通知相关业主，但此
时，住户表示“已将外卖吃
掉”。

在朋友圈内，该业主表
示再也不点外卖了。有人留
言问她是不是外卖员吐了口
水，该业主表示是外卖员在
其外卖里小便。

该视频通过微博发布后
引起公众关注，并引发网友
震怒，全网心疼这位点了麻
辣烫的消费者。

外卖员因寻衅滋
事被行政拘留14天

12 月 1 日晚，记者从芜
湖警方获悉，疑似在顾客麻
辣烫里小便的外卖员，因寻
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4天。

该小区所在的街道办事
处一工作人员说，社区已关
注到此事，“我们现在掌握的
情况也和大家一样，但所有

情况已向领导汇报，我们将
积极跟进。”至于是否向外卖
平台方追责，其称需要看社
区领导的具体安排，并表示
后续也会密切关注此事。

在网上有人说，应该投
诉至美团。美团的一名客服
称，已向上级反馈，将和相关
部门进行沟通，如果查证属
实会进一步处理。

律师称，涉嫌侵
犯人格尊严权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
建律师认为，如果外卖员的
行为查证属实，那么该外卖
员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
权、安全保障权、以及人格尊
严权。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在消
费时享有人格尊严；经营者
应保证其所提供的服务具有
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
限，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不符
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有权
利要求退换，经营者应当承
担相应损失赔偿。

因此，该外卖员的行为
如果属实，那么已经严重对
外卖餐饮的可食用性进行了
破坏，违反了消费者与外卖
平台的消费协议，并且威胁
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消费者有权要求其承担相关
责任，并进行赔偿。

光明网 中新

外卖员疑在顾客餐盒里小便，顾客得知时已吃完

警方：行拘14天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中国
大陆地区的店是不退货的。如果您
有退货需求，可以帮您反馈到市场
部，回答这个问题。”2日，记者探访加
拿大鹅位于北京西单的门店，向店员
问询购买的商品是否能退换，店员做
出上述答复，并称“这是公司的统一
答复”。

加拿大鹅“双标门”事件源于一
位上海市民的维权。据媒体报道，上
海市民贾女士反映，她10月27日在
上海国金中心加拿大鹅专门店买到
一件商标绣错、面料有异味的羽绒
服，投诉后却被告知，加拿大鹅“更换
条款”规定：“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
店售卖的货品均不得退款。”

“中国大陆适用7天无
理由退货条款”仍未落实

就在1天前的12月1日，加拿大
鹅因中国大陆门店拒不退货一事被
网友骂上热搜，目前话题仍在发酵。
当日，加拿大鹅相关人员被上海市消
保委约谈，并紧急发声称中国大陆门
店产品可以退货。

1日，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公众
号文章中称，加拿大鹅参会人员对专
门店“更换条款”的具体含义并不了
解。此外，参会人员表示加拿大鹅官
网上“30日无理由退货”的条款不适
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适用7天无理
由退货条款。

不过从记者 2 日探访北京西单
加拿大鹅门店目前的反馈来看，在事
件发酵后，加拿大鹅所称“中国大陆
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条款”仍未在门
店层面得到落实。

中消协回应“加拿大鹅
事件”

12月2日，中消协发文直指加拿

大鹅的消费维权事件，其中援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规定，消费
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
获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第
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
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
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
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
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
日起7日内退货。

中消协在发布的文章中提到，
尊重消费者权利、保障消费者权益
是经营者的应尽义务，它不仅应体
现在营销条款、协议、承诺、声明中，
更应落实到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
妥善处理消费者诉求的具体行动
中。在这方面，任何企业、任何品牌
都没有例外特权。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鹅在不同国家
采用不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极大伤
害了中国消费者的感情，是一种严重
的“双标”行为。

2日，加拿大鹅总部回应媒体称：
“在中国大陆 Canada Goose 加拿
大鹅专门店购买的产品，如果材料和
工艺出现问题，可根据中国法律规定
在14天以内退款退货。官方电商渠
道购买产品可在 7 天享受无理由退
货。其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
下，顾客也可以选择退款退货。”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
长胡钢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经营者单
方声明减损了消费者退换货的法定
权益，涉嫌“霸王条款”，应属无效。
经营者无理拒绝或故意拖延消费者
提出的退换修、赔偿损失等合法要求
的，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
承担相应民事和行政责任。该经营
者在加拿大实行 30 日退货制度，涉
嫌对中国消费者的不公平歧视待遇，
应予纠正。

中新

记者探访因“双标门”被骂上热搜的加拿大鹅北京门店：

店员依然称不能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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