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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物价局通报两起价格违法案例

停车场违规收费被罚十万余元
今年1~9月，全市12358价格举
报中心共受理价格举报622件、投诉
232件、 咨询728件， 实行经济制裁
161430元（其中罚款103116元，退款
58314元）。昨天，市物价局通报了两
宗价格违法案例, 涉及网购平台不
正当价格行为和停车场违规收费。
案例一：
南通某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在
天猫网络交易平台销售“南极人珊
瑚绒四件套被套”时，标注了清仓促
销价139元、划线价699元，但未对划
线价的含义在网页上作出解释。 这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
四条第（四）项所指的“利用虚假的
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 诱骗消

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不正当价格行为，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给予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二：
有市民反映市区某停车场不按
规定收费。经查，该停车场对停放不
超过4小时的小型车按照每辆车10
元/次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超过
6元/次的收费标准。 另外，该停车场
未在收费场所公示收费标准。
该停车场多收机动车停放服务
费的价格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 第十二条规定， 属于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
条第（一）项所指的“超出政府指导
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的” 不执行政

府指导价的价格违法行为。
当事人未公示机动车停放服务
收费标准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法》 第十三条、《关于商
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第
十六条的规定，属于《价格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
所指的“
不标明价格的”不执行明码
标价规定的价格违法行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对该停车
场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收取机动车停
放服务费的价格违法行为罚款
100000元； 对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
的价格违法行为罚款1000元； 合计
罚款101000元。
本报记者卢兆欣

怪鸟折翼如东
一查吃惊不小
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猎隼
晚报讯 10月14日下午，南通
边防支队九龙边防派出所辖区的
群众送来一只模样神俊的“大
鸟”，民警在网上一查竟然是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猎隼”，于是赶忙
移交给了当地林业部门， 交由专
业人员处理。
“这只怪鸟当时就撞在这
里， 声音还挺大， 我过去一看模
样很怪。” 当地村民王先生指着
自家门框说道， 14凌晨4时许，
王先生睡梦中听到“砰” 的一声
巨响， 出门一看地上躺了只怪
鸟， 模样甚是古怪。 不知道该怎
么处理的王先生怕怪鸟啄人， 于
是送到了当地九龙边防派出所。
这个所值班战士接收这只鸟后，
马上报告值班民警实施救助。
值班民警对鸟的体貌特征仔细
辨认， 并结合网上查询搜索的
结果， 发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猎隼， 随即给它喂水喂食并第
一时间与如东县林业局取得联
系。 如东县林业局救助站救助人
员赶到所里， 确认该鸟为猎隼，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数量非

赚钱未交家中 害怕妻子责怪

男子伪造银行千万存单获刑
晚报讯 通州一名男子因多年
没有将所赚钱款交至家中， 为免受
妻子责怪， 遂找人伪造了3张合计
1000万元的银行存单。15日，记者获
悉，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以
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
罚金5万元。
现年56岁的张某， 家住南通市
通州区兴仁镇，常年在外做工程。近
十年的时间里， 张某所赚的钱款从
未拿回家中给妻子， 家里的零用都
来自妻子陆某在厂里打工的工资。

由于妻子常常抱怨， 张某自己
也觉得说不过去， 遂于2016年1月
底，找人伪造了一张面额400万元和
两张面额300万元、存期均为一年的
银行储蓄存单， 并陆续交与陆某保
管。看着这么大额的存款单，陆某开
始有些狐疑， 但张某解释说这是工
地老板近些年发的工资和分红，陆
某就放心地将存单收了起来。
2017年春节期间， 因家中开销
较大， 手头缺钱的陆某便想到了丈
夫去年给的存单。2月7日下午，陆某
拿了一张已经到期的300万元存单

到银行取钱。谁料，银行工作人员却
说存单是假的，并把行长叫了过来。
陆某知道是假存单后， 当场将该存
单撕毁。 3月13日，张某被公安机关
传唤到案。归案后，张某如实供述了
犯罪事实。 经鉴定，涉案的3张银行
存单均系伪造。
通州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
某伪造银行存单， 其行为已构成伪
造金融票证罪， 鉴于其系初犯， 当
庭自愿认罪， 且未造成后果， 遂适
用缓刑。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张波 李慧

茅台镇生态原浆酒进驻南通大型推广活动，厂家直供，没有中间环节，砍掉中间商
层层加价，从工厂直接到消费者手中，真正让利于民，现场免费品尝，满意再兑换。

掉下来的猎隼。
常稀少。
救助人员对猎隼伤情仔细检
查， 称野生鸟类由于食物缺乏可能
饿晕， 撞上风力发电机、 房屋的情
况时有发生， 具体原因还需将其带
回救助站检查确认。 目前， 猎隼已
经送至救助站。
警方提示， 群众如果发现有叫
不出名字的动物受伤， 请及时报警
或者联系专业人员过来处理， 不可
擅自抓捕更不可抓起来出售， 否则
等待你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马徐阳 沈凌峰

换购活动 火热进行中

“
百元换酒”实惠南通人！ 快到南通日报社一楼大厅

100 元换 6 瓶茅台镇生态原浆酒
温馨提示：单张 100 元钞票上号码 6 位数字相同的号码可换 2 箱（如：23111111、89222222---999999）；
单张 100 元钞票上号码 8 位数字相同的号码可换 8 箱（如：11111111、22222222---99999999）

快找找你钱包里有没有？
贵州茅台镇“
52 度生态原浆酒现场百元品
鉴兑换活动”隆重登陆南通，每天咨询热线络绎
不绝，兑换现场人气火爆。 厂家温馨提示，我们只
为推广，您可尽得实惠。 凡南通市民凭前三位或
者后三位相同号豹子号、顺子号、双胞胎号的百
元钞票一张（举例：111、222、123、678、1122、7788、66、88、99……）即可到南通
日报社一楼大厅现场兑换茅台镇生态原浆酒一箱 （52 度浓香型、500ml/ 瓶×6
瓶）。 我们欢迎更多的南通人来现场免费品尝，相互转告，如果是好酒，请你告诉
10 个人，如果是假酒，请你告诉 1000 个人。 我们的酒实实在在，让您看得见，闻
得着，尝得到，心里踏实。

6 瓶茅台镇生态原浆酒

好山好水酿好酒，100 元换购 1 箱 6 瓶茅台镇生态原浆酒！
南通的酒友有口福了，喝酒珍藏两全其美！
茅台镇生态原浆酒来自中国酒都茅台镇。
茅台镇四面环山，气候、土壤、赤水河，形成得天
独厚的酿酒环境， 窖池中丰富的微生物和香味
物质，使得酒体丰满浓香，各味协调。 2 次投料，
9 次蒸馏，8 次加曲发酵，7 次取酒之工艺，长期
洞藏， 制成了 52 度浓香型高档粮酒， 酒体醇
厚、空杯留香等特点。茅台镇生态原浆酒浓香四
溢，包装大气上档次。
无论是自己喝，送父母，还是送朋友，都是
不错的选择！ 您准备钱，我备酒，约上好友，喝
“茅台镇生态原浆酒”。

原厂直供 物美价廉
省去层层经销，直接让利消费者
酒厂

总经销
10%~15%

代理商
15%~20%

批发商
15%~25%

专卖店
10%~15%

厂家推广直销 省去中间环节

消费
者

我们是正规酒厂，手续齐全，各项指标完全
符合国家制定的执行标准， 每批酒都经国家权
威部门检验合格，是经得起检验的放心酒！
特别适合：自饮小酌、孝敬长辈、探亲访
友、宴请客户、礼尚往来、家宴喜宴、朋友聚会！

茅台镇生态原浆酒大兑换
全城搜寻豹子号、顺子号、双胞胎号百元钞……
E7A6740111

E7A6333275

E7A6112275 E7A6234373

E7A6865789

E7A686778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咨询电话：0513-80205529
兑换地址：南通日报社一楼大厅（南通市崇川区西寺路 10 号）
乘车路线：5 路、8 路、51 路到南通博物馆，12 路、48 路、81 路到长桥
温馨提醒：本次活动点仅限上述地址，保障酒水质量；若参加其他购买地点活动，产生质量问题，与我方活动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