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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位于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和盛时代广场负一层
的一家游泳健身会所一个多月
来迟迟未恢复营业，办卡消费
者无法继续消费或者退费。消
费者维权多日无果后，辖区公
安部门介入协调、沟通，消费者希
望此事能尽快有个结果。

游泳健身会所
迟迟未恢复营业

6月 16 日上午，在和盛时
代广场佰立达游泳健身会所
（以下简称佰立达）一楼大厅
内，该会所一名女员工负责登
记持卡消费者的诉求。一些前
来登记的消费者表示不认同这
种处理方式，只想退卡，“因为
拖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失去信

心了”。
市民孙女士说，今年4月，

她花 5500多元在佰立达办了
一张 100 次的卡，消费项目包
括健身和游泳。“4月17日在这
儿游完泳后，因身体原因一直
没再去消费，后来因为疫情，健
身会所关门停业。我们在消费
者微信群里一直关注着它的动
态，疫情得到控制后，其他健身
房、游泳馆都开放了，佰立达还
是不开门，说是让我们等通
知。刚开始是锁门，没人过来
照面，后来我们报警，佰立达才
答应派一名女员工在6月16日
过来跟我们照面。”

市民王女士是上个月在佰
立达办的卡。“第一次办卡花了
2000 多元，没用几次；第二次
又办了一张卡，想着等儿子放
暑假一起过来消费。谁知道新

办的卡一次都没有用，佰立达
就关门不营业了。”王女士说。

物业公司称
游泳健身会所拖欠费用

截至发稿，记者同佰立达
负责人田先生等人一直未能联
系上。“佰立达没确定要关店不
干，我们主要是跟物业有物业
费和维修押金之类的纠纷，有
好几年了，正在协调处理中，所
以一直无法营业。消费者有想
退费的，或者办了新卡未消费
的，都可以先找我登记下来。”
6月 16日，佰立达专门受理消
费者投诉的女员工说。

6月20日，平顶山市绿洲
和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孙彦彩表示，佰立达已拖欠
该公司的房租和物业费两年多
了。“他们连最近几个月的水电

费都没交，我们一直催促，却没
有结果。办卡的消费者来维
权，还向我们询问开门营业的
事，我们也是没办法。希望佰
立达能把最近几个月的水电费
给我们结清了，然后坐下来谈
结清物业费的事”。

示范区公安部门正在协调

6月 20日，记者采访了相
关部门。

12315 市场监管投诉举报
热线3188号女话务员称，佰立
达的注册公司为河南晟力实业
有限公司平顶山第一分公司，
目前该公司营业状态是存续状
态，未注销。“该公司应该属于
市商务部门管辖”。

市商务局市场秩序科工作
人员赵女士则表示，健身房应
该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管辖。“按

照 2012 年商务部出台的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商务
部门对于公司、企业的预付卡
行为有监管责任，但是只适用
于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
务业这3个行业。所以，健身房
并不在我们监管范围内”。

12345 民呼必应热线 134
号女话务员说，目前该热线已
接到多起关于佰立达的消费投
诉，已形成相关案件分别交由
市场监管部门和商务部门进行
受理。“目前还未结案，如果相关
部门有最新回复，我们会第一时
间通知投诉的消费者”。

当天，记者从孙女士、王女
士处获悉，佰立达消费者已向
市公安局示范区分局湖滨路派
出所反映，该所已委派一名片
警负责受理消费者投诉，并同
佰立达进行沟通、协调。

这家游泳健身会所迟迟未恢复营业
持卡消费者维权多日“真犯愁”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6月20日凌晨，市
区湛河南路一供水管道破裂，
导 致 沿 线 不 少 小 区 水 压 偏
低，数百户居民家停水。经过
市自来水公司维修人员争分夺
秒抢修后，6月20日晚10点左
右，湛河南路沿线供水已恢复正
常。

当天上午 9点多，记者赶
到湛河南路233号院附近时，
院北侧的人行道已经扯起了警
戒线，两辆抢修工程车停在路
边，一台挖掘机正在施工。据
市自来水公司工程处现场负责
人虎李鹤介绍，当天凌晨3点
多，他们接到湛河南路沿线多
位居民反映家中水压很低，怀
疑是供水管道破裂了。根据居
民的反映，他们立即安排人员
分成两组，一组自诚朴路沿湛
河南路向西排查，一组自光明
路沿湛河南路向东排查。

“因为路上没有明显出水
点，我们只好沿线挨个排查供

水阀门。”虎李鹤说，其间，有人
反映湛河边有一暗涵出水量明
显增多。根据这一线索，他们

锁定供水管道破裂处位于市区
光明路至中兴路之间的湛河南
路沿线。用听漏仪听漏，最终

确定是湛河南路233号院旁边
一直径为500mm的地下供水管
道出现破裂。由于是供水管道

下方破裂，此处正好挨着一处暗
涵，水就顺着暗涵流进了湛河。

据了解，由于此管道破裂，
湛河南路光明路至中兴路段两
侧数百户居民家停水，中兴路
至诚朴路段两侧近万户居民家
的水压偏低。

找到破裂处后，市自来水
公司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修。
因为紧临家属楼，旁边还有燃
气管道，施工难度较大。维修
人员先用机器破路，清理出水
泥块及泥土后，再下到坑内一
点一点向外清理泥土，确定管
道破裂的长度。为了尽早恢复
供水，维修人员中午都没有休
息。高温下，每个维修人员都
是大汗淋漓。下午4点左右，
记者再与虎李鹤联系，得知他们
已确定供水管道的破裂长度有
近2米，需要切割更换新管道。

“一端的泥土已经清理干
净，目前正在清理另一端的泥
土，然后就能更换新管道，预计
今晚 10点左右能恢复供水。”
虎李鹤说。

供水管道破裂，湛河南路沿线用户受影响

高温天气，争分夺秒保供水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6月 20日上午，从市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传来消
息，我市水、电、气、暖 4 类 39 项
便民服务事项实现全市通办，
市民可就近选择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

当日上午，新华区政务服务
中心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石志
强说，该中心自6月16日开始为附
近居民办理水、电、气、暖安装、过
户或注销手续。此前，市民办理
这类业务需要到市行政审批服务

中心或者水、电、气、暖相关单
位。随后，记者又在湛河区政务
服务中心了解到，自 6 月 16 日以
来，该中心综合服务窗口增设一
台自助一体机，专门为市民申办4
类39项便民服务业务提供便利。

据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局长邵瑞卿介绍，以前，市民办
理相关业务可能在路上就需要
花费一个小时，现在推行全市
通办后，可以就近向各区政务
服务中心通办窗口申请，由属
地政务服务部门办理，整个流
程办下来可能不到十分钟。

水、电、气、暖就近可办
我市39项便民服务业务实现全市通办

金霖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委

托，定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 10 时在我
公司五楼拍卖厅，依
法定程序公开拍卖：
石墨电极存货一批
整体拍卖（保证金
400万元）。

标的详细资料、
竞买人资格要求及
竞买须知，请到我公
司咨询，资质审核合
格后方可报名。

报名起止时间：
2022 年 6 月 21 日
至 6月 27 日17时

标的展示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至报
名截止时间

标的展示地点：
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
0375-2885588
15836999999

公司地址：平顶
山市新华路中段豪
享来楼上四楼

公司网址：www.
hnjlpm.com

河南省金霖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企业）
2022年6月21日

我公司接受委
托，定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 10 时在我
公司五楼拍卖厅，
依法定程序公开拍
卖：废旧物资一批（保
证金5万元-20万元）。

标 的 详 细 资
料、竞买人资格要
求及竞买须知，请
到我公司咨询，资
质审核合格后方可
报名。

报 名 起 止 时
间: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6 月 28 日 17
时

标 的 展 示 时
间：自公告之日起
至报名截止时间

标 的 展 示 地
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电话：
0375-2885588
15836999999

公司地址：平
顶山市新华路中段
豪享来楼上四楼

公 司 网 址 ：
www.hnjlpm.com

河南省金霖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企业）
2022年6月21日

金霖拍卖公告

维修人员正在抓紧时间抢修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