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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码 加 我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声明·公告
●经股东会决定，四川整戈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0MA65UETX97）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壹仟万元减
为伍佰万元。
●都贵荣低压电工作业证遗失，
证号：T51012619680704161X。

●方升平身份证(4130281983032�
90933)2014年7月7日之前发证的
身份证已遗失， 非本人使用造成
后果与本人无关，特此登报声明
●所有人:成都金大洲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车牌号川AH2B26灰
色长安车（发动机号SC6449C车
架号LS4ASB3R1DA754241）于
2018年9月22日在犀浦镇校园路
傲城小区3号门发现被盗， 联系
人：王章航,电话13981717710

●减资公告
锦栖（成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
MA6785X60M），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
万元（壹佰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人民币10万元 （壹拾万元人民
币），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的请求。

●成华区兰亭保健按摩服务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
8600731834）遗失作废
●高新区荣华北路传旗牦牛肉
面馆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 编号JY25101090021030，特
登报声明！
●黑水口口香小吃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
13228MA65KHY635)遗失作废，
特此声明。

86511885�
86621326
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

广告

为您服务
收费标准：10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声明公告\拍卖公告\生活资讯\商务信息 QQ号:
2413397691
847451695

微信号:
miumiu19890815

想过户一个手机靓号，却被要求
终身保底高消费——预存7500元话费
并且终身每月保底消费289元。最近，
乐山市民王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
事，“之前无任何保底消费，为啥过个
户就要强制保底消费？”对此，乐山电
信回应称，这是公司内部规定。

用户投诉：
靓号过户被要求终身保底高消费

王先生使用着一个133****3333
的手机号码，机主是其母亲况女士。王
先生介绍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使用
着这个手机号码。9月23日，他和母亲
去营业厅办理过户，想把该手机号码
过户到自己名下。结果被营业员告知，
该靓号过户需要领导审批，并要终身
高额保底消费。在向乐山电信投诉后，
王先生得到明确答复：该号码过户后
必须预存7500元，且以后终身每个月
保底消费289元。

电信回复：
过户需遵守靓号规则

对此，乐山电信的工作人员表示，
经过查询，133****3333的号码是由联
通转网到电信，2012年过户到况女士
名下，当时的靓号业务规则还没出来，
该号码确实没有保底消费。根据公司
2013年制定的靓号业务规则，该尾号4

个3的手机号码属于五星级靓号，如果
没有办理过户，就一直沿用之前的套
餐，但是如果过户，就等同于新用户，
需要遵守这个靓号业务规则，即预存
7500元且每个月保底消费289元，并称
这是公司内部规定。9月28日下午，乐
山电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回复称，为
了打击部分用户贩卖靓号牟利等行
为，根据现在的电信行业规则，过户即
解除原甲乙双方合同关系，需要建立
新的合同关系重新确定权利义务。

律师说法：
单方面提出附加条件是霸王条款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英占表示，“手机号码过户，按照正
常程序，两人带身份证到营业厅就可
以办理，不需要其他附加条件。”王英
占认为，在没有合同特别约定的情况
下，如果电信业务经营者单方面提出
过户的附加条件或者所谓的行业规
则，都属于霸王条款，如果协商不成，
用户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强制过户。对此，北京威诺（成都）律师
事务所律师郭金福也认为，如果此前
双方在合同中没有对过户作出限制性
约定，现在运营商单方面提出过户的
附加条件，则属于霸王条款，侵犯了用
户的合法权益。之后所谓的靓号业务
规则或行业规则，对受让方没有法律
约束力。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兑彩票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8264期开奖结果：004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814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2 10

13 15 18 21 30，特别号码：22

福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264期开奖结果：190 直选：5674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9212注。（12185702.1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64期开奖结果：19022 一等奖：32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15619798.5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113期开奖结果：9345415 一等奖：0
注；二等奖：7注，每注奖金64991元；三等奖：124注，每注奖金1800元。
（40142744.5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27日。)

手机靓号手机靓号33333333欲过户欲过户 须终身保底消费须终身保底消费289289元元？？

这是哪门子“内部规定”？
律师：单方面提出附加条件属于霸王条款

到宠物酒店寄养宠物
被未牵绳狗咬伤
女子索赔八万

作 为 企 业 的 高作 为 企 业 的 高
层层，，市民李婷市民李婷（（化名化名））的的
国庆也是忙碌的国庆也是忙碌的。。99月月
2525日日，，她将自家狗狗寄她将自家狗狗寄
养到在一家宠物酒店养到在一家宠物酒店，，
正准备离开时正准备离开时，，她被同她被同
在此处寄养的陌生柴在此处寄养的陌生柴
犬咬伤了左臂犬咬伤了左臂。。李婷立李婷立
马去了医院马去了医院，，但也不放但也不放
心再在这里寄养自家心再在这里寄养自家
的狗狗了的狗狗了。。

由于酒店方迟迟由于酒店方迟迟
不提出解决方案不提出解决方案，，李李
婷找到了律师婷找到了律师，，想要想要
通过法律途径索赔期通过法律途径索赔期
间的损失八万元间的损失八万元。。对对
此此，，酒店股东黄女士酒店股东黄女士
表示公司今年表示公司今年55月份月份
就瘫痪了就瘫痪了，，如今无人如今无人
管理管理。。对于李婷的诉对于李婷的诉
求求，，她不能接受她不能接受。。律师律师
认为认为：：李婷要求的医李婷要求的医
疗费用疗费用、、个人的机票个人的机票
损失等基本合理损失等基本合理，，至至
于精神损害赔偿方于精神损害赔偿方
面面，，一般适用于事故一般适用于事故
导致残疾等严重事故导致残疾等严重事故
的情况的情况。。

李婷早在今年7月底就在成都一
舍间宠物酒店（全名：成都一舍间宠
物服务有限公司）为自家的狗狗预定
了一个房间，准备寄养13天，每天的
费用是288元。9月25日晚上6点多，李
婷和朋友带着狗狗准备寄养，没待多
久，就被一只同在此处寄养的陌生柴
犬咬了一口。“这只柴犬刚遛完回来，
没有牵引绳，旁边有个男服务生在照
看。”李婷说，她先后去了两家医院，
之前她接种了狂犬疫苗，但医生还是
为她打了破伤风针。

当天晚上，李婷与朋友就带着所
有行李离开了酒店。李婷告诉记者，
除去自己看病花费的治疗费外，她忙
碌的工作行程也耽误了。然而，令李
婷十分寒心的不仅仅是这次管理上

的失误，还有酒店方的态度，“说我们
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出事以后，酒店
方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由于酒店方迟迟不提出解决方
案，李婷找到了律师，想要通过法律
途径索赔期间的损失八万元并详细
解释了这八万元的构成：“1）包括目
前我方作为受害人，被柴犬咬伤后的
所有损害实际支出的经济成本，因去
医院而耽误工作造成的经济损失，家
里老人为了此事件临时更改行程来
帮我们照顾宠物的经济损失和严重
精神损失，以及此事对我方及我方宠
物造成的全部精神损害，赔偿人民币
60000 元整。2）成都一舍间宠物服务
有限公司（one pet resort） 2018 年 9
月 26 日退还我方共人民币 4154 元

整。明细如下：2018年6月9日储值人
民币5000元，于2018年9月25日之前
消费共846元，故2018年9月26日，因
成都一舍间宠物服务有限公司因严
重失职和管理重大失误，造成我方被
咬，故由支付宝退还人民币 4154 元
整。但，由于工商注册信息显示，成都
一舍间宠物服务有限公司（one pet
resort）没有经营范围和资质，属于欺
诈消费者，故之前我方所有支付给酒
店的费用，根据新“消法”规定，需退
一 赔 三 。总 共 需 赔 付 我 方 人 民 币
20000元整。3）微信微博社交平台，必
须公开向我方赔礼道歉。故2018年9
月29日中午12点前，成都一舍间宠物
服务有限公司必须向我方共赔偿人民
币80000元整，并公开道歉。”

宠物酒店寄养宠物 被陌生柴犬咬了一口事
故/

没有人管理酒店，公司已瘫痪酒
店
方/

成都一舍间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法人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从今年五
月份开始便没有参与酒店运营，酒店
的实际控制人是黄女士。随后，记者
联系到了黄女士，她说道：“她的狗狗
本来在房间里，她没关好所以冲了出
来。”对于咬人柴犬“QQ”是否有精神

问题，黄女士称：“‘QQ’没有问题，也
是寄养在这里的，人家的证件齐全。”
她表示，李婷被咬了后，她听到消息
赶到现场想了解情况，可是发现人已
经走了。“她要起诉就让她起诉呗，因
为她提出的高标准赔偿，没有什么东
西可以证明。”黄女士还表示目前酒
店股东之间存在分歧，“没有人管理，
今年5月份（公司）就瘫痪了。”

对于黄女士的说法，李婷并不认
同，她向记者提供了一份事发后黄女
士打来的电话录音，录音承认了事件
是酒店管理的疏忽以及柴犬“QQ”护
理困难的说法。电话录音中记者听
到，对于前台没有通知管理员来接狗
以及遛完狗进门时没和里面的人沟
通好，黄女士则表示“是管理上的一
个疏忽，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检讨。”

酒店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律
师
说
法/

对此，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陈
小虎认为：针对李婷被狗咬伤，酒店
作为其管理方，同时李婷作为消费
者，酒店有安全保障的义务，酒店应
当对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李婷的诉求
基本合理，如医疗费用、个人的机票
损失等；但是一些间接损失如：家里
人的损失、以及精神上的损失、公开
赔礼道歉等不一定合理。

同时，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秀指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相关
规定，这属于侵害人身的财产损害赔偿
范围，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
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
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
少的收入。李婷要求酒店赔偿被狗咬伤
产生的医疗费，是她合理的诉求。至于
精神损害赔偿方面，一般适用于事故导
致残疾等严重事故的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