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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婚纱摄影馆关门 坑苦新人
消费者准备维权 并已向工商部门投诉
昨天，刘女士向本报反映，她 7 月在施华洛婚纱概念馆拍完的婚纱照，本应该出现在
即将到来的婚礼上，但现在照片不仅没拿到，摄影店也已关门。北京晨报记者到店采访时，
仍不断有消费者在门口互相询问情况。 目前，刘女士他们已联合向工商部门投诉。

嵌入式家电成未来家装主流
拍完婚纱照 照片拿不到

据刘女士讲，3月初，她和先生逛婚博
会时，选择了施华洛婚纱概念馆，“这家店
开了 12年，感觉很可靠，能经营这么久应
该不会出什么意外”。4月初，刘女士夫妇
一起到施华洛门店现场交付了 6500元全
款，并约定了 7月 29日的拍摄计划。
一切都顺利进行，拍完照，8月底刘女
士夫妇又到门店挑选了要精修并做成册、
画框、摆件的照片，约定好 9月 24日可以
到门店取回制作好的成品。“因为我们的婚
礼定在国庆节，照片需要在婚礼现场和婚
房使用，所以我还是挺着急早点拿回来的。
当时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 9月中旬就可以
做完了，到时候会提前给我打电话”。
9月 20日，没接到电话的刘女士有些
心急，联系门店前台、销售、修片师、化妆
师，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均无人回应接听。
“我当时以为他们忙也就没多想，但 9月
22日我到门店一看，一片混乱，里面没有
一个工作人员，反而都是和我一样等着拿
照片的顾客。前台有一个小姑娘，说她只是
被临时雇来帮大家到仓库找照片的。”但店
里根本没有刘女士的照片，她也不知照片
制作到了哪一步，“很显然，我们的婚纱照
是要缺席婚礼了，大喜事儿愣是被这家店
搅得一肚子气。”

消费者准备维权 已向工商投诉

卡萨帝发布自由嵌入成套家电解决用户 4 大痛点

昨天，记者来到崇文门外大街的施华
洛婚纱概念馆，玻璃门锁着，门口有几个沙
发散落摆放，店内设施还一应俱全，但没有
人在。见记者往店里瞧，两名年轻女士走来
询问情况，其中一人称，9月初和男友在这
里交了钱，还没来得及拍照。“当时交全款的
话可以优惠，我们一想挺划算，就交了 7000
元全款，现在连人都找不到，销售顾问已经
把我从微信里拉黑，这不是骗子吗？”
小汪和爱人的婚礼也定在国庆节，为
了赶紧拿回照片，他和爱人请假轮流来店
里找，“太气人了，拍照前一切都承诺得很
好，半个多月前我们来也没发现有关门的
迹象，这不是坑人吗？”
一名等在店门口的男士称他原是影楼
员工，现在也在等着讨要工钱，但至于门店
为何突然关闭，他只留下一句“老板没钱了”
便不再多说走开了。随后，记者拨打了多名
消费者提供的店内经理及工作人员手机号，
仅有一人接听后表示自己已经辞职，其他不
知情。其他人员均关机或者不接电话。
目前，刘女士他们已经在逐步联系更
多的消费者准备一起维权，并向工商部门
反映此事。

晨报讯 近日，卡萨帝“无限空间”
设计师论坛在京举办，卡萨帝发布自由
嵌入成套家电，包括 F+自由嵌入式冰
箱、云玺中央空调、光动能套系厨电、纤
诺洗干组合、天沐套系等，以高端化、整
套化、前置化、智能化 4大差异化特点
打造自由嵌入成套解决方案，同时解决
家装过程中“产品不高端、不成套、前
期方案不专业、产品操作不智能”4大
高端用户痛点。
整套化方面，卡萨帝是目前行业首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张静姝
线索：马先生

邮储护航“提财商”
金融知识进校园

魔术大会 连演三天
北京晨报讯（记者 陈琳）国际近景
魔术专场秀、世界魔术冠军作品展演、
即兴魔术创作秀……第四届中国北京
国际魔术大会 28日在昌平开幕，连续
三天上演多场魔术大秀。
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一带一路”
上众多国家的选手嘉宾前来参会，包括
中国、英国、法国、美国、阿根廷、荷兰、瑞
典、西班牙、意大利、巴西、俄罗斯、日本、
韩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印度尼西
亚、捷克、马来西亚、塞尔维亚、菲律宾等
22个国家和地区的魔术师、评委、嘉宾
和道具商出席。期间将开展中国魔术产
业发展联盟成立大会、第三届国际魔术
产业发展高端峰会、国际近景魔术专场
秀、即兴魔术创作秀等多项活动。
北京市文化局副巡视员马文表示，
昌平魔术大会已历时七载，打造了代表

—邮储北分积极开展
——
“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暨“提
升金融素养，争做金融好网民”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为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在校学生
金融消费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邮储银行
北京分行在开学季联合高校及中小学校，
积极走进校园，利用专题讲座、宣传展板、
校园媒体等多种形式，聚焦“校园贷”、“现
金贷”等社会热点问题，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切实保护学生金融消费者的
利益，为教育保驾护航。
邮储银行北京西城区新街口支行走
进“红果果”幼儿园，通过与小朋友亲切互
动、趣味问答的形式，向老师和孩子们讲
授金融知识，帮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
“金钱观”和“理财观”，不断提升金融素养
和金融安全意识。
密云区果园西路支行来到密云南菜
园小学，于 9月 12日、9月 13日先后两
次为南菜园小学的教职工们开办金融知
识讲座，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
金融知识普及课。课堂上，邮储银行北京
分行员工向小朋友们讲述了漫画《变废为
宝》的故事，教育小朋友们从小养成学金
融、懂金融的良好习惯。
随后房山区迎风街支行奔赴北京市
供销学校，朝阳区吕家营支行前往北京工
业大学校园，海淀区林业大学营业所走进
北京林业大学，海淀区体育学院营业所来
到北京体育大学家属区及学校附近商户
群中，向新生及随行家属普及金融知识，
宣传“校园贷”、“现金贷”、非法分期贷、无
抵押贷款等网络贷款的危害，增强学生对
有害信息的甄别和抵制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邮储金融大街支行、
房山区支行分别前往中央财经大学与北
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开展送金融知识进
校园活动。北京分行员工邀请大学生填写
《大学生金融素养和金融知识需求调查问
卷》，深入了解大学生金融知识需求，现场
收集问卷 40余份。同时，宣传人员发放宣
传折页，介绍反假货币、个人征信知识、防
范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金融知识，活动
效果显著。
此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为更深入地
做好“金融知识普及月”的宣传工作，持续
扩大宣传覆盖面积，将金融知识送进千家
万户，北京分行借助户外广告媒体优势，
着重对社区居民和等候公交的广大乘客
进行宣传，将 2018年金融知识普及月宣
传广告牌投放至市内各处，已在海淀、西
城、朝阳、丰台等区域的重点商圈及大学
附近，共计 30个公交站台处投放宣传广
告，公交站台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北京分
行还将广告牌刊登在市内各大居民小区
邮政信报箱上，目前共计制作 521块广告
画面，已投放至朗琴园、长安新城、人济山
庄、亮马家园、胜古嘉园、东一时区、远洋
一方、雍和家园、春风胡同、太合嘉苑、草
桥欣园等共计 72个社区，对西直门商圈、
东四环商圈、广安门商圈、安贞商圈、百子
湾商圈、石佛营商圈等 15个重点商圈形
成覆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传递普惠金融理念，切实将金融安
全知识送到广大市民身边。 （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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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实现自由嵌入的成套高端家电。成套
家电将成为未来家居的流行趋势。从冰
箱、洗衣机、空调到厨卫电器，用户在最
初的家居方案中至少需要七、八款家电
产品，卡萨帝打造的自由嵌入成套家电
全系共十六款产品，覆盖厨房、客厅、浴
室、卧室、阳台等所有家居空间，完全满
足用户一站式采购的家装需求。以卡萨
帝现场发布的光动能套系厨电为例，全
系产品可“自由嵌入”，提升空间利用率
的同时，解决厨电、厨房设计分离问题。

世界高端水准的“金长城杯”大会品牌，
成立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魔术组
织，培育了大量魔术人才，推动了中国
乃至世界魔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得
到世界魔术界的一致认可。昌平魔术大
会，逐渐成为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的重
要窗口。
据大会主办方介绍，为了满足魔术
爱好者的需求，大会还将举办国际魔术
大师课、国际近景魔术沙龙、国际魔术
道具展等内容，这些活动将在 9月 28
日至 30日期间展开。

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一）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8年 北京盛世宝莱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我公司分别定于每个月周二、周四下午 13:30在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
10月 17日上午 10:00于本公司拍卖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8 镇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中拓拍卖厅举办机动车拍卖会，拍卖日期如下:
厅拍卖“北京市海淀区太阳园房产一 年 10月 12日举办臻品国画品 2018年 10月 11日、16日、18日、23日、25日、30日；11月 1日、6日、8日、
套（建筑面积80.14平方米）”。预展时
间及地点:10月 15日 -16日于标的 鉴艺术品拍卖会，特此公告。 13日、15日、20日、22日、27日、29日；12月 4日、6日、11日、13日、18日、
物所在地预展。保证金:84万元，请于 预展时间:拍卖日期前两日，预 20日、25日、27日。
10月16日15时前支付。
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均可参加竞买，有意竞买者
（二）我公司受委托，定于 2018展及拍卖具体时间以京东商城 请于拍卖会前办理竞买手续。
年 10月 24日上午 10:00于本公司 发布时间为准。
拍卖厅拍卖“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预展咨询时间:拍卖会前两日（9:30—16:00）
66号院房产一套（建筑面积 266.32预展及拍卖地点:京东商城网络 预展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亚运村交易市场中拓拍卖停车场
平方米）”。预展时间及地点:10月 拍卖
拍卖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亚运村交易市场中拓拍卖厅
22日 -23日于标的物所在地预展。咨询电话:17319373187
咨询电话:010-81773003 联 系 人:宋先生，罗先生
保证金:205万元，请于 10月 23日
15时前支付。
北京国信兴业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北京公益源拍卖有限公司书画艺术品拍卖会
本公司受托，将于 2018年 10月 12日 10:30通过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中
010-63342987杨先生
ttps:// 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方式，对一批硫磺（约 1500
2018年 10月 25日至 拍平台（h
公司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马连 预展时间:
吨）进行公开拍卖。
道路 11号一商大厦 16层
26日
咨询、预展时间:即日起至 2018年 10月 10日（请提前预约，本公司将

注 销 公 告 拍卖时间:2018年 10月 27日

集中组织预展）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北京畅思捷咨询有限公司（注
018年 10月 10日至 10月 11日
册号:1101052613350）经股东会决 拍卖地点:北京东城区广渠家园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
竞买人需是:经营范围含硫磺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同时需具备安全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10号楼 2层
记，清算组由张世东、卫苗苗组成，请 竞买须知:竞买人需携带本人身 生产许可证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含硫磺）和有效的危险品运
2018年 10月 10日 12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份证及 1000元人民币保证金方 输押运员证。凡有意竞买者需在
交至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并携带保证金交纳凭证及有效证件办理
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竞买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办理竞买手续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诺德中心 11号楼 605
北京畅思捷咨询有限公司 可办理竞买手续。
2018年 9月 30日 联系电话:18610094628
电话:010-6219676013720091530 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