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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牡丹信用卡不良透支催收公告
下列牡丹信用卡持卡人，经我行多次催收仍未按牡丹卡章程和合约约定依法偿还透支本息。本通告发布后，请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偿还全部透支本息，否则我行将根据我国刑法第 196 条规定提交有关部门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期间所
有催收、诉讼费用以及应承担法律责任概由持卡人承担。

联系地址：海南省昌江县石碌镇人民北路 153 号，电话：0898-26622562。（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欠款情况）

持卡人姓名 身份证号 卡号 透支本息(单位:元)

赵洪波
陈家昌
陈家荣
陈敏哲
陈清华
陈文凤
陈文英
方成龙
冯基旺
冯雪珍
符春英
符琼斌
符永成
符振东
郭江市
郭教孙
郭圣
郭扬
郭扬
韩平
何杰威

460031197803140018
460029197203214237
460029196308130019
460031198901040015
460031197010086410
44040219660724572X
460031196206240024
460031196212220812
460031198012015231
460031196208060828
460031198910260423
46003119830810521X
460031197202274811
460031197210090035
460031198707225614
460031197601085612
460031198208047219
460031198706185710
460031198706185710
460031198804186418
460031198907160018

53097000****9220
52561300****9144
52437400****3781
42702000****1349
62220600****1669
37024701****764
52885600****7231
46323200****8380
52986800****1629
52885600****7025
53097000****9052
62223004****5992
62223500****5478
53099000****1923
53099000****8959
52561300****1311
53097000****9011
53097000****6201
51052900****2207
46323000****0962
53099000****1063

-19881.66
-18841.88
-312148.47
-25075.46
-112303.85
-23369.86
-11244.34
-28677.71
-5707.75
-11154.01
-85235.49
-20670.46
-10619.29
-26175.43
-30689.01
-20535.51
-262218.75
-46520.96
-41092.89
-10388.51
-5152.21

何顺祥
和秀万
洪迁
黄逢友
黄琼玉
黄振清
蒋巧玲
赖井发
黎昌教
黎王通
李官聪
李虹
李廷华
梁群英
梁秀玲
林光
林建煌
林尤贤
林志辉
刘旭
卢信明

460031198403075610
460031197501050017
460031198010040038
460031198608106433
46003119770612645X
460031198702264016
330719196301105941
450332198412081511
460031198512240021
46003319901010481X
460031197303290052
460031197710060828
460033197910200058
469026197301115661
460031198608141626
460031197910100011
460030198001270310
460031197801100813
460031197910280817
330424198904030057
460031197307280417

52561300****4959
62223500****1720
52986800****2499
62516100****8386
53099000****5694
45069400****5463
62223500****9108
53097000****9955
55021300****2412
53099000****2464
42703000****8527
62223004****0431
53097000****6319
62828800****1036
52885600****9609
62223500****1445
53097000****1207
42702000****8848
46323100****4982
53099000****8648
53097000****9352

-8925.63
-168283.25
-9640.2
-19911.66
-29666.19
-5222.31
-115277.13
-59338.93
-19057.94
-10914.82
-4258.09
-20958.52
-10379.64
-42584.09
-9725.35
-71688.14
-86289.74
-10141.64
-88600.39
-53367.75
-115988.85

路灵忠
罗诗文
罗诗文
邱海洋
邱坡长
邱清娥
邱勋秀
屈红发
孙勇
唐爱军
汪喜顺
汪喜顺
王光旧
王琴
王云睿
王泽山
文家乐
文小君
吴冠女
吴海波
吴伟坤
谢本慧
谢霞
许秋雨
杨兴江
杨雪玲
尹凯华
展方方

420107196912283310
460031199007271219
460031199007271219
460031199103150839
460031197002105618
460031198307165640
46002719880701131X
460031821122081
460031198508274018
450324198407285819
460031198109105671
460031198109105671
460031198710276439
460031198110200027
460031198807224838
460031198803096816
460031198308083639
469026199107163626
460031660221004
450332198908301813
440821195709091414
460003197910290227
460031198508205645
460031196009291228
460028198707063231
460031196602040024
460031199312281210
530326198709273111

53099000****8045
53817600****6404
52803200****4207
53097000****4114
53097000****8278
53097000****2277
46323100****5875
62223600****1530
52561300****0533
62220600****9010
35678700****0615
52766100****2057
53099000****9380
42703083****1357
53099000****0740
46323000****1565
52561300****0764
52561300****7713
62223002****9162
55021300****3857
46323100****5299
62220600****0109
46323000****0961
62828800****2846
45069400****6394
55021300****7264
52766100****1595
55021300****6170

-11263.03
-23340.72
-49463.14
-23921.18
-28293.28
-84638.05
-15308.67
-72398.88
-60055.59
-217445.29
-9351.06
-9824.98
-9928.58
-72548.17
-63165.96
-41042.47
-9572.88
-10074.46
-6475.02
-26722.35
-9733.15
-73206.54
-67135.5
-18681.84
-36366.81
-34760.39
-33268.51
-10186.36

张家宾
张军
张兰
张茂辉
张跃雷
赵洪锋
赵会兴
赵开永
赵雪
赵志平
郑生宽
钟贵权
钟先江
钟秀君
钟雪梅
钟战应
周开华
周刘发
周土平
周移权
邹秀
严小玲
王岗
王岗
李伟东
符娜
袁睿
袁睿

460031198402064813
421081198105166415
460031197105100887
430621198609271873
460031198408176410
152223198206065931
469007199402207215
460031198608200833
460007199212026589
460031196905103627
469026199012116827
46003119831118481X
460031196111210420
460031198503210023
460031197203030026
460007199111247219
460033197403040395
460004196808101233
460032197305183396
513023197601028412
460031199312140020
46003119671201082X
460031197210080056
460031197210080056
469026197906201239
460031198610125684
460031197411130814
460031197411130814

62223500****8589
62220600****9390
46323100****2906
46323100****0149
53099000****5183
62220600****2922
52561300****1981
45069400****2979
46323100****2766
36088403****71
45069400****6096
46323100****9197
62220600****3054
62223501****1763
53099000****4829
52986800****0196
52766100****3899
62220600****9796
62223578****2692
42703000****0269
52561300****9333
53097000****1240
52409100****4660
53097000****4446
62220600****6065
55021300****9764
62220600****9549
62223500****6822

-74429.73
-91752.58
-10297.22
-18336.32
-76617.66
-74671.69
-33448.39
-37471.08
-10213.33
-131714.43
-10809.71
-9243.29
-80089.17
-35601.35
-9078.94
-64546.16
-35572.87
-216413.44
-17575.04
-76828.93
-18541.26
-75625.47
-489595.03
-101752.11
-152652.13
-134109.91
-36619.09
-381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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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不少人选择视频网站来看剧刷综
艺并付费成为会员。一些网站宣称充会员免广
告，但不少消费者在付费成为会员后，还是不得
不收看“弹窗广告”“浮动广告”“小剧场广告”等
不同名目的多种广告。此外，额外付费和自动续
费无提示、难取消等问题也让会员感到权益“很
受伤”。

6 月 2 日，爱奇艺《庆余年》超前点播案一审
宣判，爱奇艺败诉。判决称，在原告购买会员服
务后，爱奇艺公司单方增加的“付费超前点播”条
款行为对其不发生效力，爱奇艺公司继续向原告
提供原有会员权益。

声称充会员免广告，但弹窗广告、按钮广告、
小剧场广告“换了个马甲”轮番登场；额外付费、
自动续费“套路”不断……在各种视频网站上，付

费会员享有各种“特权”，然而类似“付费超前点
播”等事件时有发生，会员权益屡遭“注水”。

“免广告”VIP仍遇花式广告

北京白领小郑闲暇时热衷看网络综艺，购买
了多家视频网站的会员。然而她发现，只要打开
APP，各种广告仍然花样频出。

去年 6 月，浙江省消保委针对视频网站会员
服务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免广告”是消费者成
为付费会员的首要原因。然而，仍有七成用户表
示，在购买会员后看视频时还经常遇到广告。

记者注意到，不少视频网站的会员协议条款
中的“免广告”服务并非免除所有广告。例如，爱
奇艺 VIP 会员“广告特权”为“仅指可自动为您减
免部分视频播放前的贴片广告的时长”，腾讯视

频会员“在登录后，可享受一键关闭片头广告的
权益。部分版权方有特殊要求影片或电视剧，仍
可能向您提供不同类型的广告服务，可能无法关
闭，您对此表示理解并接受。”同时，多家视频网
站在条款中注明，“有特殊要求”的广告服务不视
为侵权或违约。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
视频网站在设置广告时应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
情权、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他认为，平台
方不应以“打擦边球”的宣传方式，引导消费者购
买会员、逃避告知义务，同时又在观影过程中以
技术优势插入广告，这无疑侵犯了消费者的正当
权益。

此外，多家视频网站都将自动续费作为会员
服务中的默认款项，且取消程序十分繁琐。有消

费者反映，由于平时会使用不同的视频 APP，在自
动续费的情况下，经常因为时间跨度大而忘记取
消续费；当付费的银行卡或支付平台未开通提醒
时，直到每月扣费时，才会发现这一“隐形消费”。

尊重用户才利于平台健康发展

今年 4 月 8 日，针对广告特权描述不清、涉嫌
虚假宣传等问题，浙江消保委约谈 11 家音视频网
站，并提出整改意见。

截至 4 月 17 日，多家音视频网站就相关问题
进行了相应整改。其中，关于默认勾选自动续费
问题，多家音视频网站表示将取消默认自动续费
功能；针对广告特权描述不清问题，11 家音视频
网站表示已全面修改宣传页面；就自动续费扣款
未提醒问题，11 家音视频网站表示购买连续包

月、包季、包年的消费者，将在扣费前通过发送站
内消息、手机短信、微信等形式，主动提醒用户即

将扣费。

浙江省消保委指出，目前，网络音视频节目并

不适用电子商务法规定，依然只能用合同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来约束和规范网站提供者的行为。

针对广告、默认自动续费等乱象，相关部门也缺乏

执法的依据。建议由相关监管部门统一制定会员

服务合同模板，以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商业模式的健康发展和运行是建立在遵循

商业条款、尊重用户感受，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的基础之上。”北京互联网法院在爱奇艺超前点

播案判决中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视频网站在用户操作

时，还会获取用户的手机信息、定位，获取通讯录

及照片等权限。

这一问题也成为“爱奇艺庆余年超前点播

案”原告吴声威的最新关注。吴声威公开表示，

爱奇艺未经许可或者法院调查取证，擅自调取自

己上百页观影记录并在庭审中拿出，“感觉隐私

被严重侵犯”。7 月 15 日，吴声威正式向上海市

青浦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将再次起诉爱

奇艺公司。 （工日）

视频网站充值会员后，仍不得不看花式频出的广告，额外付费、自动续费难取消

会员权益为何屡遭“注水”？

“限塑令”升级
应树立全链条治理思维

近日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其规定，自明年 1 月 1
日起，在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
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餐饮打包外卖服务以及各类展会活
动中，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

10 多年“限塑令”的相关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公众
期许还有差距。“限塑令”升级为“禁塑令”已有必要。将直辖
市、省会城市等列为“禁塑”的先行区域，充分考虑了双重现
实：一是市民环保意识强，对“禁塑令”接受度高；二是这些城
市的塑料制品使用量大，率先“禁塑”会对全国的治理格局产
生示范作用。同时，对疫情防控等突发事件期间用于应急保
障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予以豁免，为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企业
和消费者预留了足够的缓冲空间。“限塑令”升级后，治理手段
要树立全链条治理思维，朝更科学、更完善、更人性化方向努
力。从生产、使用到回收，从政府、市场到个人，从强制性整治
到柔性引导，都应强化责任落实、综合运用。该依法处置的要
处置，该完善的服务要完善，该普及的观念要普及。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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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据媒体近日报道，东莞市某小区一保安
在领导要求下，对几位业主进行了长达一年
的监视，包括他们出入小区时间、和什么人
在一起、去哪里吃饭等。小区物业经理回应
称，业主们曾要求更换物业，监视主要是想
了解他们是否与其他物业公司来往，没有其
他恶意。

小区属公共场所，为了保证小区安全，
维护全体业主的利益，安装监控探头不仅是
必要的，也不为法律所禁止。但是，监控设
备具有公共性，不意味着监控资料是开放
的。法律规定，“任何非法监视公民住宅的

行为，都属于窥探公民个人隐私的违法行
为”。物业公司利用职业便利，随意查看公
民具体的行动踪迹，而且查看行为和物业公
司的利益关系重大，显然已经越界了，可以
追究法律责任。

物业行为越界的背后，深层次反映的是
更换物业之困难。按照民法典等法律规定，
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由业主共同决定，有权依法更换。但在现实
中，“更换物业”绝非易事。有的采用不合规
手段，阻挠业委会成立，干扰选聘过程；有的
以“拖欠物业费”为由，扯皮推诿，拒绝交接

……
盘点以上种种做法，物业公司有恃无恐

的背后，是法律规定了“更换物业”的权利，
但没有明确“侵犯权利”的责任。对此，需要
从制度方面入手，加大震慑力度。比如今年
5 月 1 日生效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规
定，“物业服务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履行交接义务”，对拒不退出者进行每
日 1 万元的罚款。这样的规定瞄准双方的扯
皮空间，操作性强，值得效仿。

此外也要看到，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
不在于“更换物业”，而是在物业和业主之间

建立理性沟通、民主议事的机制，促进物业
及时了结旧账，避免问题拖延和积累。专项
维修资金怎么用？车位车库如何分配？出
现私拉电线、制造噪音、悬挂物脱落、高空抛
物等情形谁来管？民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既需要立法规定、针对解决，更需要大
家同心协力，共同促进物业管理水平提升。

“小物业”牵动“大民生”。只有持续不
断提升服务水平，及时有效解决客户合理诉
求，才能为物业赢得信任与口碑。“监视业
主”这样的烂招、损招，归根到底是发展思路
出了问题。 （南日）

家政信用信息平台
是有益尝试

近日，商务部办公厅等 8 部门发文，
正式启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新的
信用信息平台对所有家政企业、服务员和
消费者开放，不设任何门槛，鼓励更多企
业和服务员加入平台，并引导家政服务消
费者优先选择信用记录良好的家政服务
企业和家政服务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雇佣保姆
等家政人员的家庭越来越多。但家政从
业人员鱼龙混杂，信用缺失问题较为突
出。一些中介机构对家政服务人员的身
份信息核实把关不严，只想着赚取中介
费；一些家政服务人员隐瞒真实信息、不
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甚至偷盗雇主钱
财，扰乱了家政服务市场秩序，严重制约
了家政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

据悉，正式启用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
平台，将归集各地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
员的信用信息，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共享。
对包括中介在内的家政服务企业来说，如果
刻意隐瞒所属家政人员的信用信息，一旦被
查处并记录在案，信誉势必受损，生意也会
受到影响，这就能够倒逼家政服务企业规范
自身经营行为。对家政人员来说，信用记录
良好的家政服务人员更易被消费者和家政
服务企业选用，增加工作机会和提高收入；
如果信用较差或存在职业“污点”，则很难再
被雇佣。对雇主来说，在取得相关授权情况
下通过平台查看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信息，
也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更好地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 （经日）

整治“黑诊所”
据报道，疫情期间，北京一些“黑诊所”

和 无 证 游 医 没 有“ 歇 业 ”。 隐 蔽 在“ 城 中
村”、城乡结合部等地的“黑诊所”，以及倒
卖药品的“黑窝点”，给疫情防控带来了极
大隐患。

对黑诊所必须进行有力整顿。要通
过教育宣传，让市民擦亮眼睛，选择正规
医院看病，不给非法行医者可乘之机。相
关部门也要时刻保持高压态势“零容忍”，
加大管理、执法力度，对于非法行医严惩
不贷。 （新京）

物业监视业主已经越界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琼 0105 民初 703-706、708-711 号之一

王先平、刘滔滔、王斯莹、林元聪、张瀚、李一帅
陈思安、蔡树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英支行诉
被告王先平、刘滔滔、王斯莹、林元聪、张瀚、李一帅、陈思安、蔡
树涛信用卡纠纷共八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琼 0105 民初 703-706、708-711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
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琼 0105 民初 3322 号

张裕彩：
本院受理原告林维彬诉被告张裕彩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书、诚信诉
讼提示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本案定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因炒河粉里吃出一只蟑螂，四川成都小
伙陈龙一纸诉状将商家告上法庭，耗时约 8
个月后，最终胜诉，法院判决商家退还 13 元
购物款并赔偿 500 元。对此，很多网友觉得
难以理解，当事人折腾了这么久才获得 500
元赔偿，这样的“亏本官司”，为什么还要打。

“一只蟑螂引发一场官司”的背后，最关
键的不是赔多少钱，甚至不是官司的输赢，而
是背后所体现出来的维权意识。消费者这样
的维权意识，是市场所需要的，也是全体消费
者所需要的，如果人人都具备这样的维权意

识，那么对遏制商家的不诚信经营，促进商家
更加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提升产品质量和
服务水平，都会带来明显的促进作用。

反之，如果在市场消费中自己的合法权
益受到了侵害，却选择忍气吞声，这样的所
谓宽容，就成了对无良商家的一种纵容。良
好的市场消费环境和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息息
相关，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维护。
这次是消费者在饭菜中吃出了蟑螂，从而引
发了一场官司，那么在其他的消费纠纷、侵
权事件中，消费者同样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

途径向商家“讨说法”，这本身就是对商家经
营理念、经营行为的一种规范和约束，同时
也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净化了市场环境。如
果说大多数消费者都能有这样的消费理念、
维权意识，那么就会对商家产生巨大的震慑
作用。

一些商家在经营过程中之所以肆无忌
惮，不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放在眼里，也正
是看中了多数消费者的“怕麻烦”、委曲求
全。所以说，“一只蟑螂引发一场官司”，说
明当事人具备更高的维权意识。 （民法）

“亏本官司”背后是维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