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

总局贵州省税务局获悉， 凯里一房

地产公司因少缴税款被税务部门处

罚后，未自动履行，被纳入税收违法

“黑名单” 后，受到多个部门惩戒而

处处受限，于是主动缴纳。

日前， 凯里市的一房地产开发公

司主动联系税务稽查部门， 反映在大

厅交不了税，请稽查局同志协调缴税。

原来， 该企业几年前被查出少

缴纳税款， 但一直赖着未按税务处

理决定和处罚决定缴纳税款和罚

款。今年 6月被纳入税收违法“黑名

单” 后，受到多个部门惩戒，见实在

赖不过去， 遂主动缴纳欠缴的税款

和罚款，争取消除惩戒限制。

据悉， 该案是贵州省税务局稽

查局接受有关部门转办的案件，共

查出少缴纳税款 2138 万元，处罚款

49万元，但被查企业未自动履行。

经多次催缴，该企业于 2017年 9

月仅缴纳了 339 万元税款及滞纳金

163万元，尚欠税款 1799万元和罚款

49万元未缴纳入库。 稽查部门调查该

公司资产发现， 其开发的房产未销售

部分已被抵押或被法院查封， 但公司

法人投资的另一企业却正常运转。

由于该公司长期赖着不缴纳

稽查查补税款一事，在当地房地产

开发行业中造成不良影响，税务部

门按规定，于今年 6 月在税务门户

网站对外公布该案信息，将当事人

信息推送到相关部门，进入“信用

贵州” 信息管理平台，随后，国土、

银行等部门对其实施失信惩戒。

该公司法人代表唐某东 7 月在

深圳进行商务活动，回程未能购买到

飞机商务坐，知道被税务部门纳入税

收违法“黑名单”了。 回到公司所在

地后，听到同行业的“老总” 们都在

议论此事，加上担心受到更多部门实

施惩戒，便决定想办法调动资金主动

缴纳税务稽查部门检查的欠缴税款。

（杨月飞 成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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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停水公告

贵阳北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1 月 6 日

停水原因

停水时间

停水区域

温馨提示

为配合经开区航空南路道路建设，需对供水主干管进行迁改

11月 7日(星期四）早上 9:00�至下午 19:00��

经开区开发大道沿线及周边相邻路段

由于现场施工条件复杂，恢复供水有可能延时，请相关区域的用户提前

做好蓄水准备。 在此期间我司将积极组织技术力量，确保按时通水，如提

前通水，恕不另行通知。停水期间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供水服务

热线：96015

近日， 贵阳市武岳酒店一楼大厅老酒馆，

为期 10 天的陈年老酒贵州征集活动， 圆满落

幕，不少老酒收藏爱好者，开心而来，满意而归，

将美酒变现。 活动结束，但优惠政策不变，只要

成交，就送 100 元路费，成交上万元，再送 500

元红包。

老酒馆高价大量收购新老茅台、 习水大

曲、平坝窖酒、安酒、鸭溪窖酒、贵州大曲、贵阳

大曲、匀酒、金沙窖酒等贵州名酒，同时也收购

省外的新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酒、

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楼酒、汾酒等老酒，贵

阳市区内可上门收购， 贵阳市区外量大也可上

门收购。

老酒馆为珍视顾客利益，确保贵阳市内价

格更优，避免顾客东奔西跑比价格之苦，同年同

品相老酒，市区内有更高收购价格，老酒馆补差

价。

老酒馆鉴酒专家介绍， 很多市民不懂如何

收藏老酒， 致使家中爱酒出现跑酒和品相被破

坏的情况，老酒收藏多年后，反而一文不值，十

分可惜，家中老酒该出手就出手，变现才靠谱。

老酒馆地址：贵阳市解放路武岳酒店一楼

大厅，电话 18586952299

��������市民可乘 63 路 10 路 204 路 12 路 216

路 23路 240路 26路 35 路 310 路 319 路 303

路 309 路 38 路 67 路 64 路 42 路 68 路 9 路 8

路 72路 81路 82路公交车至陈家坡站下

卖酒何须满城走?�武岳酒店价更优

广告

本报讯 警惕“客服” 诈骗、不

点击不明链接、 谨防登录钓鱼网站

……“双 11”临近，网络促销活动又

将掀起高潮，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 促进电商企业自觉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贵州省消费者协会昨日

从八个方面提醒消费者。

省消协的这些消费提醒为：

一、避免冲动购物造成浪费。要

理性对待商家促销及宣传， 不要被

“优惠”“折扣” “返现” 等冲昏头

脑而盲目购买不必要的商品， 避免

冲动消费造成浪费。“双 11” 前后商

品交易量激增， 快递服务往往出现

延迟， 此时尽量不要网购急需用品

和保质期短的生鲜食品等， 避免造

成损失和麻烦。

二、选择正规电商平台和网店。

网上购物要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

模大、 信誉好的第三方购物平台和

网上店铺，不要轻易登录陌生网站，

不要点击不明链接。

三、仔细了解促销细则。 很多

商家规定的优惠活动是有条件的，

比如“定金不退”“买满多少减多

少” 等，有些消费者因没有仔细了

解活动规则而陷入被动或留下遗

憾。 因此，建议消费者网购前一定

要仔细了解促销活动的细则，不要

随意下单。

四、谨防低价误导。 不要被过

于低廉的商品价格所吸引，不要轻

信商家的“特价” 、“清仓价” 、“全

网最低价” 等宣传，也不能只看宣

传图片，一定要货比三家，仔细查

看商品的技术参数和相关说明，避

免个别不良商家趁机抛售滞销商

品或伪劣商品。

五、采用第三方担保支付。消费者

在网购时要尽量选择第三方支付平台

付款或者货到付款， 不要轻易相信对

方以任何理由要求直接转账或汇款至

私人账户， 以及通过发送付款链接页

面或扫二维码等方式进行付款。

六、仔细验货及时退货。 收到商

品时，一定要仔细验货，确认货品完

好无损并与选购商品一致或符合约

定后再签收。 需要退货时要及时下

定决心并与商家联系，《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符合退货条件的

商品可以在 7 天内无理由退货，切

莫错过了退货期限。

七、警惕“客服”诈骗。近年来，

有不法分子冒充“客服” 人员打电

话给消费者， 谎称所售商品有质量

问题需要召回， 并愿意多倍退赔消

费者货款等， 致使消费者上当受骗

造成经济损失。因此，提醒广大消费

者不要轻易相信主动打电话给您的

“客服” ，不要扫描、点开所谓“客

服” 发来的“退款” 二维码和链接，

不要随意安装对方提示安装的 App,

谨防登录钓鱼网站。 切勿将个人身

份证号、银行卡、淘宝帐号、密码、验

证码等信息告知对方， 以免造成重

大经济损失。

八、注意保留维权凭证。消费者

在网购时应注意保存购物凭证，例

如促销宣传截图、商家承诺截图、与

卖家的聊天记录、购买记录、快递单

号等， 以备日后出现纠纷时有充足

的证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发生消

费争议时，可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也可向网络交易平台或当地消费者

协 会 及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拨 打

12315）进行投诉，也可以根据与经

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

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依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双十一”临近 省消协发布提示

本报讯 云南一名女老板雇人

非法私运 300多条香烟到贵阳贩卖，

结果在贵阳火车站出站口被铁路民

警和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查获。 11

月 4日，该女老板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1.2万元。

今年 1 月 10 日上午 9 时 40 分

许，贵阳火车站派出所民警会同贵阳

市观山湖区烟草专卖局稽查人员，在

贵阳站出站口查获张某等 3 人携带

大量香烟，查扣芙蓉王、贵烟等多品

名香烟 347条，价值 107010元。

烟草执法人员查证张某等 3

人携带的香烟是一刘姓女老板提

供， 并雇佣他们带到贵阳交给买

家的。 因 3 人行为已涉嫌非法经

营罪，按规定，烟草专卖局于今年

5 月将此案移送贵阳铁路公安处

立案侦查。

贵铁警方查明：现年 50 岁的刘

某是云南宣威人。 2015 年，她曾因

非法经营罪被云南省盐津县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 1年。 今年 1月 9日，刘

某通过电话雇佣张某等 3 人为其携

带香烟前往贵阳贩卖， 每人每天给

100元的报酬，并为他们购买了宣威

到贵阳的火车票。

1月 10日凌晨 2点过， 刘某在

云南宣威火车站把用行李箱和背包

装裹的 347 条香烟交给张某等 3

人， 并让其儿媳撒某带领 3 人一同

乘坐当日宣威到贵阳的 K636 次列

车， 准备到贵阳后将香烟交给买家

再把货款带回。 不料在贵阳站出站

口，张某等 3人被查获。

审讯中， 刘某对其在未取得烟

草专卖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 以非

法经营为目的， 雇佣他人携带多个

品名香烟 300 多条前往贵阳贩卖的

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根据相关

规定， 贵阳铁路公安处以非法经营

罪依法对刘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于今年 9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11 月 4 日，贵阳铁路运输法院

公开审理此案， 认定刘某犯非法经

营罪，且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

一审当庭作出上述宣判； 其他相关

人员由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

分别给予相应处罚。

据了解，按照国家法律和相关管

理规定，烟草属于国家专卖品，销售

香烟必须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异地

携带卷烟的最高限量为每人次 1 万

支（50条），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

品必须持有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准

运证。 无证运输、贩卖的，将视涉案金

额和情节轻重给予行政或刑事处罚。

据了解， 这是贵阳铁路公安处

办理并移送起诉的首起非法经营

案。 （郭红 曾秦）

雇人私运香烟 女老板栽了

获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

凯里一房企欠税 1799万元未履行———

纳入税收“黑名单” 老赖这下主动了

本报讯 看着轨道旁边的空地

不错，两位老人带着工具去“开荒”

……近日， 贵阳轨道 1 号线金阳车

辆段外围红线区域内来了两名开垦

种地的村民，被民警及时叫停。

当日，两位 60 岁左右的当地村

民带着耕种工具， 将防护网破开后

进入红线区域，打算开垦荒地种菜。

但焚烧杂草时冒出的烟雾引起地铁

物业秩序巡逻队员的注意。 确认情

况后， 他们迅速将现场围挡警戒后

灭火，同时报了警。

窦官派出所民警出警后告知老

人， 根据《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

例》规定，该处属于轨道交通控制保

护区，是不允许人员出入的，在此开

荒种菜属于违法行为。 而且他们这

么做非常危险， 会影响地铁安全运

营，也会对他们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两位老人表示不清楚事情的严

重性，看着有空地便想种点蔬菜。经

过沟通劝解，两位老人表示，以后不

会再做这样的事了。随后，工作人员

护送老人回家，并及时修复防护网。

贵阳地铁集团提醒：按照《贵

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安全管理

的相关规定， 地下车站和隧道结构

外边线外侧 50 米内，地面车站和高

架站、地面线路和高架线路外侧 30

米内，车站出入口、通风亭、车辆基

地、控制中心、变电站等外侧 10 米

内均属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 未经

允许不得开展任何作业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贵阳两位老人的危险行为

被民警紧急叫停

撕开防护网

轨道旁垦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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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警惕“客服”诈骗、不点击不明链接、谨防登录钓鱼网站等八个方面

民警叫停村民垦荒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