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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超市 小额纸币被拒收
“凭什么不收 1 角、5 角纸币？”昨日，居民

一些商店，就小面额纸币流通情况进行了随

孙女士致电北青社区报热线称，她家附近的

机调查。记者和店方商量，希望兑换几张 1

顺义某生活超市拒收其 1 角和 5 角纸币，并被

角、5 角纸币，结果被店方告知：现在他们店

告知这些纸币将不再流通。对此，超市负责

里已经没有这些纸币了。另外，超市工作人

人表示，这是收银员擅自作出的拒收决定，超

员表示，因纸币零钱容易折损，他们也尽量

市正常收取这些货币。北青社区报记者调查

回避收取。
收。这让孙女士很困惑，并质疑超市的行为
是否妥当。

商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银行方面反应一

方主管部门、
消费者协会投诉。

店方：收银员擅自作出拒收决定

致：
他们没有接到停止流通 1 角、5 角纸币的通

声音：超市贴提示 拒收 1 角、
5 角纸币

新闻线索费
每期根据新闻线索价值
设立 3 个等级：
一 等 300 元 、二 等 200
元、
三等 100 元
线索一经采用即可获得
50 元线索费

外地牌照
从此禁入

记者就孙女士的遭遇咨询了中国银行、工

币仍在继续流通，如果被拒收，消费者可到店

《女童迷路 顺义全城接力

昨天，记者以居民身份致电了孙女士所

知，
银行正常受理这些纸币业务。另外，
《中华

指的青田联华生活超市。该超市叶经理表

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中华

帮她找父母》

镇的一家青田联华生活超市购物时，该超市

示，他们并未作出拒收 1 角、5 角纸币的决定，

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

谭女士 300 元

收银员指着收银台边贴着的提示说，他们超

这是当天值班收银员擅自作出的主张，现在

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

市已经不收小面额纸币了，孙女士见状只好

已经撤下该拒收提示纸条。同时，叶经理表

人的债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将取出的零钱放回钱包。孙女士表示，当时

示，
该超市将对这位收银员作出批评处理。

自己咨询了收银员，是收银员表示明年各家

体验：零用纸币难觅 部分商家避收

孙女士表示，7 月 9 日上午，她来到南彩

银行就不再收取这种纸币了，因此超市也不

近日，记者走访了裕龙花园三区等地的

《火车凌晨频鸣笛 惊醒居
民无数》

银行提示广大消费者，如果遭遇拒收这
些纸币的情况，消费者可以到店方主管部门、
文/记者 谢德良

消费者协会投诉。

顺义
社区

社区热线
60416606

银行：纸币正常流通，
拒收属违法行为

发现，低于 1 元的纸币在顺义小商超难觅。
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表示，1 角、5 角纸

热线

Community News

刘女士 200 元
《突发 | 昨强风发狠，扒下
悦 MOMA 这栋楼墙皮》
范先生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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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外卖平台 下架顺义 430余家餐厅

警惕两邪教的
骗人伎俩

订餐平台北京地区页面看到，网站公布的“下

法轮功和全能神教，
是一棵

前，本报曾以《曝光 | 外卖违规，顺义这些餐

线名单公示专栏”中的店铺已进行了更新，继

毒树上结的两个恶果。他们都

厅被下架！
》为题报道了百度外卖、美团、饿了

上次报道后，美团外卖又公布了包括麻辣秘

是邪教组织，都自称救世主，却

么三大外卖平台全面自查北京地区入网餐饮

笈鸭脖、老西安小馆等店在内的顺义区违规

干着扰乱社会、骗取钱财、害人

店铺的经营资质、顺义区数百家餐厅被下架

餐饮店铺 70 家，百度外卖新公布顺义区违规

性命的罪恶勾当。邪教在拉人

一事。近日，北青社区报记者在三大外卖平

餐饮店铺 2 家，
饿了么新公布 4 家。

入教的手段上都具有一定的迷

“又有多家餐厅被外卖平台下架了！”日

台官网上发现，又有 76 家顺义区餐厅因无证

据记者了解，
经食药监管部门查处的、
消费

经营、套证经营等原因被下架。截至目前，百

者投诉举报后核实的、平台自查出来的商户名

度外卖、美团外卖共下架顺义区违规餐饮店

单都将在外卖平台的
“下线名单公示专栏”
中随

铺 430 家，饿了么网站首页也公布了下线店
铺名单。消费者已无法从这 3 个平台订购被

下线餐厅的外卖。
记者在百度外卖、美团、饿了么三大外卖

惑性，
容易让一些人上当受骗。
都宣称可拯救人类，
骗人入教
法轮功为了诱人入教，
编造
了“世界末日论”
“ 地球爆炸论”

时更新，
此次更新的餐饮店铺下线原因包括假
证、
无证经营、
套证经营等。

等邪说，
制造恐慌心理和恐怖气

文/本报记者组

氛。无独有偶，
同为邪教组织的
全能神，
也宣称世界末日就要到
了，
只有加入他们才能得救。

汇款 乌龙 银行卡凭空多出 5 万元
“银行卡里突然多了 5 万元！”近日，居住

都喜欢神化教主，诱人入教
法轮功邪教教主李洪志，
自

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汇款人郭女士。

称四岁时接受佛家独传大法，
八

在顺义城区的王女士致电北青社区报热线

郭女士称，她在北京上班，因有事回到了

岁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能隐

称，几天前有人打电话称汇款时错将 5 万元

安徽，在安徽向家人汇款时，因家人姓名、银

身、定物、控制思维等等。他还

转到王女士卡上，希望王女士能够转回去，当

行卡号和王女士的极为相似，所以错将 5 万

自称是宇宙中地位最高的神，
是

时王女士以为是诈骗电话，没有回复并将对

元转到了王女士的银行卡上。发现后她立刻

“主佛”
，
自吹法力无边。赵维山

方拉入了黑名单。这几天对方一直在联系王

在当地派出所报警，安徽警方随即联系了王

女士，并将汇款单和身份证照片通过短信发
给了王女士。王女士于是到银行进行了查
询，发现卡上确实多了 5 万元。

议下，她选择了报警。
当天上午，
记者和两位民警来到建设银行

也标榜自己是
“唯一真神”
。

女士，但被王女士认为是诈骗电话拉黑了。

法轮功和全能神邪教教主

郭女士只好通过其他手机号联系到王女士，

不约而同地采用神化自己的招

希望王女士能将这笔钱转回去。

数，
其目的就是要在人们的心中

“现在诈骗案件这么多，万一转过去被

府前街支行，
见到了当事人王女士。警方详细

最后，经顺义警方核实后，确认 5 万元系

树立绝对的权威，
使人们对其法

骗，做好事也变成坏事了。”在这种情况下，王

询问了事情经过，并在银行的帮助下，查询了

郭女士误转。于是，王女士转回了银行卡上

力产生敬畏心理，
为求平安而加

女士致电北青社区报热线咨询，在记者的建

汇款人的汇款记录单。随后，
警方根据王女士

突然多出的 5 万元。

文并摄/记者 王晶晶

入其组织，
获得其庇佑。
都善于打温情牌，
“拉”人入教
打温情牌，
是法轮功和全能
神诱人入教的惯用伎俩。李洪

爱车一年被划三次 主人很郁闷
“一年多的时间内，
车被划了三次，谁这么

前进花园一区

恶作剧啊！”近日，家住

志吹嘘修炼法轮功能消灾去难、
能治疗百病、能满足你一切需

妻子打电话来说车又被人划了，
车的身上多了

要。一些人因身患疾病，
经多方

两道划痕，
一处在车门把手处，
一处是在车后身。

医治效果不佳，
且不堪医疗费用

“谁会搞这样的恶作剧啊，也太讨厌了。”

负荷而精神痛苦、悲观失望，为

前进花园一区的热心读

李先生还表示，小区里不只他一家的车被划

求心灵上的慰藉终被邪教蛊惑，

者李先生致电北青社区报热线称，自己在 7

过，其他家也曾有过车被划的情况。车被划

最后反而耽误了病情。

月 6 日早上发现自家车辆被人用尖锐物品划

后他们报了警，
但至今还未抓到嫌疑人。

全能神与法轮功相比，
毫不

了两道明显的划痕，李先生无奈地表示这已

随后，记者以居民的身份致电前进花园

逊色。全能神要求传教者在有

经是他的爱车第三次被人划了，向社区居委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小区内没有

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一些钱

会反映过也曾报过警但均没有结果。

物业，居民的车被划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建议

财，帮助其渡过生活难关，并乘

居民以后再遇到车被划的情况报警处理。

机大肆宣扬全能神的歪理邪说，

据李先生称，
自己的爱车平常就停在小区
里，
早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
自己的爱车就被人

划过两次，
当时报过警，
警察做了笔录以后到现
在还没有结果。7月6日早上李先生正在上班，

文/实习记者 刘书玉

引诱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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