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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广度”

线路一

本报讯（记者 申波）9月
22 日，一位消费者向本报反
映，她给孩子在晋源区康兴路
梧桐苑底商的一家婴儿游泳
馆办了储值卡。近期，该店要
关门，但店主不退款，只要求
到他的另一家店消费余款。
此举让这位消费者难以接受。

这位女士介绍，2019年她在
这家店办了储值卡，不定时带孩
子来游泳。“一次存了7000元，目
前可能还剩22次，1000多元。”

近日，该女士接到通知，这
家名为YOYOBABY的游泳馆
因经营不善，决定关门，请办理
储值卡的会员及时到店。接到
通知，该女士去了店里，但被告
知她的余额不能退，只能到距
离游泳馆不远的一家名为
YOYOBABY婴童用品店消费。

起初对店主还很佩服的
这位女士，顿时觉得他有些蛮
横。“游泳是游泳的钱，购物是

购物的事，两者混为一谈，我
觉得不合适。”

接到反映后，记者联系了
店主张先生，他解释了事情的
来龙去脉。

2020年，张先生接手这家
游泳馆，之前的储值卡也全盘
接下。不久，疫情出现反复，市
场活跃度不够，游泳馆经营难
有起色。今年 8 月，他作出闭
店决定。张先生坦言，游泳馆
让他赔了不少钱。在处理退款
时，张先生根据承受力拿出的
办法是，涉及的 220余名顾客，
在游泳馆剩余次数 40 次以上
的，按每次 40元算，一半退款，
一半到他的婴童用品店消费，
一律按活动价执行；对剩余次
数不足 40 次的，不再退款，全
部在婴童用品店消费。反映此
事的女士即在不退款之列。

张先生坦言，此为他的无
奈之举。“我确实遇到困难了，

如果全退，没那么多资金。这
是折中办法，得到绝大多数顾
客的认可。”对那些不接受方
案的顾客，张先生表示，他将
继续做工作，实在不行，顾客
可诉诸法律。

随后，记者将张先生的解
释向该女士反馈，她表示自己
有些无奈，但只能接受店里安
排，余款不再要回，尽快完成消
费。

对此情况，山西瀛远律师
事务所李芙蓉律师表示，店老
板能直面闭店问题，值得提
倡。但是，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闭店后涉及的退款事宜，
该退款的就是退款，店老板自
己想出的那套执行方法，可以
是处理后续问题的一种方法，
但要建立在经营方和消费方
均认可的前提下。如果一方
有强迫另一方接受该方案的
嫌疑，即便合理，也不合法。

经营不善要闭店 后续处理有争议

本报讯（记者 陈珊）9月
26 日是第 64 届国际聋人节。
今年聋人节的主题是“我心向
党、喜迎冬奥、助力残运、欢乐
健身”。9月 24日，为了让听障
人士体验和感受体育运动的乐
趣，结合太原市第十一届残疾
人健身周活动宗旨，太原市残
联组联部、宣文部联合太原市
聋协开展了听障人士射击射箭
运动体验活动。

活动现场，50多名听障人
士在教练的耐心指导下，从射
击射箭的站姿、持枪持弓动作
以及瞄准、扣击、拉弦方法等基
本要领做起，全神贯注端坐或
站立在靶位前，瞄准、射击，拉
弓、射箭，一招一式学得有板有
眼，有模有样。他们认真领会，
大胆尝试，充分享受体育运动
带来的乐趣。

此次活动在国庆节即将到

来之际举办，与正在举办的全
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
奥会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形
成呼应，旨在引导广大残疾人树
立健康生活意识、改变生活方
式、增进身心健康、增强生活希
望，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市广大
残疾朋友积极乐观、自强奋斗的
精神风貌。活动现场，还有来自
我市即将参加全国第十一届残
运会的残疾人射箭运动员。

为了使反诈宣传深入人
心，各社区采取了多种居民
喜闻乐见的方式。

并一社区在景秀小区门
口安装宣传大喇叭，不间断
播放反诈骗常识和技巧，利
用小区电子屏、反诈骗宣传
栏等 196 个户外宣传载体，
刊登反诈提示标语，及时更
新、发布各类电信网络诈骗
典型案例和预警信息。

南官坊社区编排了《防
范意识别放松 天上不会
掉馅饼》的“三句半”节目，
引导观众增强防骗意识，牢
记“96110”反诈热线，使反诈
宣传深入人心。

“我们就是要让反诈宣
传深入人心，大家共同创建

‘平安桥东’！”桥东街道相
关负责人如是说。
记者 侯慧琴 通讯员 兰杰

入人心 形式活 更精准

桥东街道反诈宣传
“不拘一格”

“这几种电信诈骗方式
要注意……”在东岗社区居
民微信群和 QQ 群，居民常
常能看到类似的反诈宣传
漫画、动画视频。

“社区里老人不少，光在
线上宣传可不够。”除了线上
宣传，考虑到很多老年人使

用智能手机不熟练，东岗社
区网格员岳星莹还挨家挨户
上门走访，一对一地向居民
介绍近期常见的电信诈骗新
形式，引导居民对虚假信息
不听、不信、不传，打通反诈
宣传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在社区织密反诈宣传网。

有“精度”

针对老年人、学生等不
同群体，不法分子有不同的
诈骗手段。社区干部也毫
不含糊，精准分析研判易受
骗群体特征，分人群、分区
域实施精准宣传，开展反诈
宣传进商圈、进企业、进学
校、进楼院的“四进”活动。

近期学生购买游戏装
备受骗案件多发，并一社区
在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周边
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增强
在校学生的反诈意识。

老年群体关注健康，但

识别能力较弱，容易被不法
分子所惑。网格员深入各
小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专
题讲座，教老年人安装使用

“国家反诈中心”APP，提高
老年人对电信网络诈骗的
警惕性。

此外，街道还统筹派出
所、城管、司法所等力量，成
立反诈知识宣传小分队，在
小区、商场、银行、医院等人
员密集场所每日巡查，开展
街头宣讲，共同筑牢全民反
诈防骗的基础防线。

有“深度”

只要下载 APP，就
可以在网上订购货、跟
踪、收货、扫码溯源，收到
的货物是种猪的精子。
这是山西猪巴巴种猪育
种有限公司搭建的产销
物联网数据化管理平台，
通过平台产品走俏湖南、
四川、新疆等 20 多个
省、自治区。该公司是与
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
合资组建的一家以高端
种猪精液生产及种猪销
售为主的新锐养猪企业，
今年已实现投产见效。

现代化标准 规模化养殖

阳曲县打造生猪饲养大县
前三季度，生猪饲养量已超12万头

通过上门和线上途径提高宣传覆盖率，针对
学生和老年人有针对性开展宣传，编排“三句半”
等节目使反诈意识深入人心……连日来，桥东街
道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反诈宣传，进一步提升居民
防范、识别电信网络诈骗的能力。

近年来，阳曲县抓住省
市支持生猪养殖的机遇，发
挥区位优势，大力恢复生猪
生产，加快生猪产业项目建
设。该县积极争取各级投
资，支持 16个生猪规模养殖
场新建改扩建，其中 13家生
猪规模养殖场已建设完毕，
投入生产。目前全县年出栏
5000 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
场达 6 个，生猪恢复势头强
劲。今年前三季度，该县生
猪饲养量已超 12万头，其中
存栏 61617 头、出栏 60961
头，猪肉总产量达 5568.79

吨。
除山西猪巴巴外，东方

希望现代生猪养殖项目也是
该县引进的又一生猪养殖重
点项目。包括投资建设存栏
5000 头母猪项目和年出栏
12.5万头生猪育肥项目两部
分，总用地为 469.89 亩。此
外，该县还启动生猪恢复生
产项目，今年总投资 3174万
元，项目涉及 6 家畜牧养殖
企业，其中 3 家养殖场已建
成并投入运营，其余 3 家已
完成建设内容的 90%，预计
年内全部建成投产。

为保证生猪养殖产业持续壮
大，阳曲县非常重视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开展了“大清洗、大消
毒”及“瘦肉精”专项整治行动，有
效杀灭动物疫病传染源和病源
体。认真开展产地检疫，严格验
动物标识、报检信息、检查动物健
康状况，符合条件方可出证。持
续督促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履行质
量主体责任，派驻屠宰场专职兽
医，开展宰前检查和跟班同步检

疫，全力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让
人民群众吃上“放心肉”。

下一步，该县将按照“品种
优良化、设施现代化、防疫规范
化、资源利用化、产品安全化”
的标准化生产要求，大力扶持畜
禽粪污治理资源化利用项目建
设，积极开展标准化示范场创
建，加快培育养殖龙头企业，壮
大现有规模养殖场，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 记者 李杰华

招大引强 规范养殖

9 月 24 日,校
尉 营 小 学 举 办

“千年府城游，相
约钟楼见”主题
少儿绘画展，孩
子们用画笔描绘
出钟楼街的建筑
和街巷，家乡美
景跃然纸上。

张昊宇 摄

欢乐健身 听障人士体验射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