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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的最新情况显示， 去年三月，
原扬州乐天玛特超市歇业后，给承租商户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位姓李的承租商户表
示，由于超市违约在先，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李先生只能与其他承租商户组成维权联
盟，将江苏乐天玛特商业有限公司原扬州店

诉之法院。
经辖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李某等承租

商户，在与江苏乐天玛特商业有限公司原扬
州店签订商铺租赁合同期间， 因超市 “违
约”， 判令江苏乐天玛特商业有限公司原扬
州店向李某等承租商户退还商铺租赁押金、

租金等费用，目前已履行到位。
原扬州乐天玛特超市因“违约”被法院

判赔后，部分承租商虽已拿到商铺租赁押金
及部分退还的房租。后续无法营业造成的实
际损失，法院将在今天开庭审理。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原乐天玛特超
市经营户续租等后续纠纷，利群集团将协助
江苏乐天玛特商业有限公司进行妥善积极
处理。

利群时代超市或于8月中旬开门纳客———

原乐天玛特购物卡可继续使用
持有原乐天购物卡的消费者在新店开业后登记换卡 乐天玛特扬州店因“违约”被判赔

“有说7月31日开业，有说8月底开业，还
有人说开业很难，新超市到底何时开业？”昨
天，就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记者再次联系利
群集团进行求证。

相关负责人表示，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是山东省首批入选中国企业500强的商贸
流通企业。目前，已形成了以百货零售连锁
为主，集商业物流、酒店连锁、药店连锁和药
品物流、房地产开发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多元
化、集团化发展格局。

作为一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利
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盘接手扬州区域所
有的原乐天玛特超市后，各个门店的后续工
作正在推进中。而备受市民关注的原乐天玛
特扬州店，更名后为利群时代超市扬州店将
于8月中旬开门纳客。目前，除了卖场正在装
修，招商正在推进，相关工作人员的招聘培
训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

利群集团接盘扬州原乐天玛特超市后，
消费者最为关注的仍是尚未用完的购物卡，
是否还能继续使用，就这个疑问，利群集团昨
向扬州消费者承诺， 原乐天购物卡可在利群

时代超市店继续使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利
群时代超市开业后， 持原乐天购物卡的消费
者，只要在新店登记换卡，便可继续使用。

在利群时代超市换卡后，扬州消费者有

没有其他安全保障？就此问题，我市商务局
证实———经省商务厅回复，利群集团已在江
苏省商务厅备案， 并在南通某银行存管了2
亿元存管资金。换句话说，商家发生跑路或
无法兑现的情况下，职能部门可用这笔资金
先行赔付给消费者。因此，消费者无需担心
换卡后续消费安全问题。

记 者 求 证 利群时代超市8月中旬开门纳客

利 群 承 诺 原乐天购物卡登记后可恢复使用

庭 审 在 线 原乐天玛特扬州店因“违约”被判赔

本报记者 乔国军 石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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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海豚是一年两次胃镜检查，每个
月一次采血检查。三个月驱虫一次。”许超
介绍，此次接受检查的海豚扬扬，为了配合
晚上的检查， 白天的食量已经减少到原来
的四分之一， 并且提前一天就准备好配合

的工作人员、海豚担架、海绵垫、临时电源、
临时灯、捕捉的网以及外伤药物等。

为什么对海豚的检查要放在晚上呢？对
此，扬州极地海洋世界相关负责人介绍，因为
海豚做胃镜的时候需要胃完全排空，排空正

常需要七八个小时，晚上做胃镜最为合适。
“我们要保证给大家一个精彩表演的

同时也要保证动物的健康。” 为此，海豚医
生和饲养员都呼吁， 市民前往任何海洋馆
参观时，都要学会关爱动物，不要随意投喂
食物给动物们， 以免影响到动物们的身体
健康。

扬州极地海洋世界一只3岁大的海豚疑似误食东西

20名壮汉忙翻了 为啥？
给500多斤小海豚做胃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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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极地海洋世界自开业以来， 两只
海豚宝宝“扬扬”和“州州”给很多小朋友、
大朋友带来无限欢乐。10日上午，饲养员突
然发现，扬扬对平时最爱吃的“鲱鱼”不太
感兴趣，到了进食时间，食量越来越少，在

做表演时也不听话。细心的饲养员还发现，
扬扬的口腔里有绿色的塑料状的残渣。“按
经验判断， 一定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了。”
饲养员许超说。

海豚误食东西，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据

介绍，小海豚活泼可爱，好奇心重，经常会“尝
试” 一些新鲜的玩意。“扬扬今年只有3岁，属
于幼龄顽皮期，游客扔下的塑料袋、食物残
渣、海豚的玩具排球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小海
豚‘尝试’的零食。”许超说，“遇到这种情况，
后果可大可小，因此，我们立刻请来南京专
业的海洋动物医生给扬扬做胃镜检查。”

昨天零点， 南京的医护人员带来专业
的设备给小海豚来了次深夜“急诊”。怎样
把500多斤的小海豚拉出水面？ 这确实费
了一番工夫 。一切准备就绪后 ，海洋世界
馆长一声令下 ，10多名专业潜水员潜入
水中，用渔网将海豚围起赶到靠近池边的
浅水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抱住了扬扬
的头部和身子，岸上近10名工作人员协助
潜水员将海豚装入帆布担架， 托出水面 ，
慢慢把海豚转移到检测台上 ， 开始胃镜

检测。
与人类的胃相比，海豚有三个胃，而且

海豚的消化道、胃壁相对比较柔软，给海豚
做胃镜有一定难度。 为防止海豚因过分紧
张而咬碎探测镜或咬伤工作人员， 驯养师
把毛巾分别系在海豚前吻的上下方， 使它
张嘴， 然后让海豚叼住一个用毛巾包裹的
木棍。

医生介绍， 海豚在做胃镜时是不需要
麻醉的， 因为目前海洋哺乳动物的麻醉风

险系数很大，它们会长时间憋气，但海狮和
海狗麻醉目前是可以做的。 由于受到胃镜
仪的刺激，海豚有些不安，并扭动了起来，
为了安抚海豚， 驯养师轻轻地抚摸它的身
体，并不停往它身上浇水。

“这次检查很幸运，我们在第一个胃里
就发现了异常，为了避免它离水时间太长，
我们在判断异物可以在一两天内自然排出
后，选择暂时不进行处理，由饲养员继续观
察。”南京AMC中心动物医院博士董颖波介
绍，如果异物超过4厘米，不能通过海豚的
幽门，那就必须要通过胃镜取出了。

小海豚怎么了？ 胃口不佳不听指令

20名壮汉拽出水 医生为其做胃镜如何给海豚“急诊”？

怎样关爱海豚？ 不要随意投食

医生判断海
豚胃里异物可以
自然排出，暂不
需要治疗

通讯员 王玉清 王奇伟

记者 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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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诈骗三百万还赌债
赌博输掉巨款，为填“钱窟窿”———

刑暄 王诚 张玉峰

近日，江都警方抓获一名涉嫌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汪某。据调查，今年1月以来，汪
某先后行骗了30余人共计近300万元用于
偿还赌债。

警方透露，汪某现年52岁 ，以跑船为
生，每年能赚到近20万元。今夏以来，汪某
家人发现其行为异常，经常很久不回家。因
为汪某搞船舶运输，时常需要随船外出，所
以家人也没有太过在意，只以为汪某是随
船去了较远的地方。然而，慢慢开始有人找
上门来，称要找汪某要债。

债主告诉汪某家人，汪某以做船舶生

意的名义，向自己借了钱。随后一阵子，又
相继上门了十多个债主， 他们手持着汪某
写的借条前来要债。看着借条和债主，汪某
的家人非常意外， 他们从来没有听汪某说
过借钱， 而且粗略一算， 这些债主借出的
钱，加起来远不止百万元，这让汪某家人吓
了一跳，汪某怎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家人赶
紧与汪某取得联系，让他回家讲清缘由。

在家人的再三催促下，汪某回到家中。
他告诉家人， 自己借钱是因为欠下了一大
笔赌债。去年以来，他长期合作的企业效益
不佳，导致他的运输生意也每况愈下。自由
时间多了，他便开始参与赌博，久而久之小

赌变成了大赌。 他来到了常州境内参与了
赌博，先后输掉了数百万元，欠下了300多
万元的赌债。债主多次向其讨要欠款，为了
偿还赌债，汪某想到了拆了东墙补西墙，通
过向他人借钱的方式筹钱，以偿还赌债。

就在汪某向家人坦白的同时， 警方接
到了群众报警，称汪某骗钱不还。随后，警
方来到汪某家里了解情况。得知，汪某大肆
借钱是因为偿还巨额赌债。汪某交代，为了
借钱，他编织了大量理由，比如家里要购买
房屋、船舶运输生意需要资金周转等。病急
乱投医的汪某逢人便借钱， 少的数千多的
几万，来者不拒。甚至某次他去一家熟悉的

理发店理发时， 还向理发店老板借了4万
元。每次借到钱，汪某都会立即汇给债主，
偿还赌债。

据了解， 汪某先后向30多人借钱累计
近300万元。每一笔借款，汪某都记得一清
二楚，然而随着约定还款的时间越来越近，
无力偿还的汪某便玩起“躲猫猫”。

警方提醒，赌博违反《刑法》、《治安管
理处罚法》， 涉嫌犯罪的将要受到刑事处
罚， 参赌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将可能受到
拘留、罚款等治安处罚，是党员干部的还要
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
远离赌博，切勿心存侥幸。

音乐美术进档分远超省控线

扬州大学音乐美术类提前批次录取

艺术类提前录取本科第2小批已于10日开始。 在该批次
中，扬州大学音乐、美术类专业也进行了投档录取。根据录取
进档情况，该校艺术类生源质量比去年有较大提升，音乐类进
档分数超省控线50多分，美术类则超出125分，该批次招生工
作一次性完成。

今年， 扬州大学音乐类招
生计划为36人， 声乐及器乐各
18人， 招生专业为音乐表演和
音乐学（师范）。“声乐与器乐的
进档最高分分别为201分与209
分。”扬州大学招办工作人员钱
斌介绍， 声乐进档分为197，全
省排名138名； 器乐进档分为
204， 位于全省235名，“这两类
均高出省控线 （145分 ）50多
分。”

今年扬大的美术类招生专

业分别为摄影、数字媒体艺术、
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美
术学（师范）、公共艺术等五个
专业，招生计划为132人。“从进
档情况来看， 生源比往年有较
大提升，最高分达到了539分。”
钱斌介绍 ，“美术类进档分是
520分，超省控线125分，在全省
排2046名，“美术类中另启用3
个预留计划， 实际招生135人，
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 基本上
进档不退档。”

生源充足 美术类使用3个预留计划

“从近几年的录取情况来
看， 扬大艺术类生源质量处于
稳步提升的状态。” 钱斌指出，
去年在该批次中扬大美术类专
业的进档分为508分，今年提高
至520分，“一方面生源数量在
减少， 另一方面也说明想凭借
艺术特长， 迈入好大学已经不
是一条捷径。”

“音乐类是文化过线按专
业成绩录取， 而美术类则是将
文化分与省统考分两者相加后
择优录取。”钱斌分析，从大趋

势来看， 各高校对艺术类专业
要求越来越高，要求艺考生“两
条腿” 走路， 文化与专业都要
硬。

“美术省统考满分为300
分， 高考文化满分为440分，而
扬大录取的美术生专业成绩一
般为220分，这意味着文化成绩
要考到300分以上，这对艺术生
来说并不容易。” 钱斌建议，学
生想要选择艺考之路， 一定要
从自身的兴趣和优势考虑，切
勿盲从。 记者 楚楚

B 要求提高 艺术考生“两条腿”走路

高邮查获一批野生保护动物
本报讯 （记者 赵天） 近

日， 高邮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
安和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开展农
贸市场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执法
行动， 在城区一农贸市场内查
获一批“三有”野生保护动物。

执法人员在对农贸市场禽
类销售摊位进行突击检查时，
发现有２户经营户正在销售野
生禽类， 其中23只活的红鹳水

鸡、88只野鸡野鸭等禽类死体
未能提供《野生动物驯养证》等
野生动物销售证明， 执法人员
依法予以了查扣。

经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分类
检索和初步鉴定，23只活的红
鹳水鸡被放归自然，88只野鸡
野鸭等禽类死体依法实施证据
保全， 待森林公安司法鉴定后
进行下一步处理。

翠岗花园社区党员观看《初心》
本报讯 （冯丽） 近日，翠

岗花园社区党委组织各支部党
员干部观看了《初心》系列纪录
片 ：《梁家河篇 》、《正定篇 》和
《宁德篇》。 通过观看纪录片，

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党
性都得到了更进一步提高。观
看后，各支部对《宁德篇》开展
讨论， 党员干部都积极发表自
己的感悟。

高邮镇第三方“把脉”施工安全
本报讯 （李文哲 陈阿薇

张勇） 日前， 高邮镇召开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 部署落实建筑
施工、 有限空间作业等领域专
项治理工作，督促建设、施工、
监理单位针对夏季高温特点，
完善夏季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制
度，落实防暑降温措施。

6月下旬，该镇聘请了第三
方机构对镇域内建筑施工场地

进行全面检查，并抽查了80台塔
吊、44台施工升降机等大型机
械，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下发
整改通知书，既引导企业加强作
业现场安全管理，又倒逼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的督
查整改，有效防止了建设施工安
全事故的发生。2018年上半年，
全镇建筑企业和辖区施工场地
未有一例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衣物送取请仔细检查

干洗店迎来旺季，投诉增多

本报讯 （杨萧 黄卫峰 赵

天）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 扬州
人陆续将冬季衣物洗晒收藏，
干洗店生意迎来旺季， 干洗过
程中引发的投诉事件也增多。

张女士在城区一干洗店干
洗一件价格4800元的皮草，取
回家后发现皮草门襟上的皮大
面积脱落，已无法再穿。后经消
协工作人员介入调解， 干洗店
才同意给予修复。

消协相关负责人分析历年
投诉情况表示， 投诉主要涉及
衣物干洗后掉色、串色、颜色不
均、变形；高档衣物严重磨损；

衣物干洗后饰品脱落、破损；干
洗店将消费者衣物丢失等。

该负责人建议， 经营者在
接受消费者送洗的衣服时，应
仔细检查并记录下衣服当时的
情况， 有无缺损或严重色差等
现象，并请消费者签字确认；经
营者对干洗后可能造成的色差
等情况应事先对消费者交待清
楚， 在得到消费者认同的前提
下， 请消费者在书面告知书上
签字；另外，干洗服务行业和消
费者产生纠纷时， 应主动和消
费者沟通，争取和解，尽量做到
投诉不出门店。

1 将海豚拉出水并放上软担架。

2 检查前对海豚进行安全保护。 3 正在给海豚做胃镜。

社区播报

台风吹来“水晶天”
今年第8号台风“玛莉亚”昨在福建连江沿海登陆,我市虽然处

于台风的外围，但台风还是给扬州送来了蓝天白云。 孔生 摄

幸运

市民参观时
请不要随意投喂
食物给动物们

提醒

C:\library\RB\RBA06\07$12\RBMSB01712C.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