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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开展集中整治 共查处 602 起 558 起整改到位

查处拒收现金行为 盒马被点名
今年 7-12 月是央行整治拒收现
金工作的集中整治期。 自该工作开展
以来， 全国共查处拒收现金行为 602
起， 经约谈、 政策宣传和批评教育，
558 起已全部整改到位，44 起正在处
理过程中。 整治焦点集中在政务和公
共服务、水电煤缴费、新零售、交通类、
餐饮业、景区等人口密集和涉外场所。

通报
北京地区处理 30 起
拒收现金行为

重点
盒马鲜生被点名
已作出整改

盒马鲜生十里堡店已设立现金收银柜台

等企业对员工管理不严， 导致员工为
了个人方便而拒收顾客的现金， 或因
为和顾客因其他事宜发生矛盾而故意
拒收现金。有的是企业盲目跟风
“
无现
金”的错误提法进行不当宣传，错误地
认为不收现金就“高端”了。 有的是公
共服务类单位“换位思考”意识不够，
没有考虑到群众的多种情况， 收费窗
口只能刷卡、刷手机，不能收取现金，
给没有银行卡、 手机支付的群众造成

新零售行业是整治拒收现金工作
的重点，也是难点。在接到针对盒马鲜
生拒收人民币现金的投诉后， 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立即开展调查。
经查证， 在盒马鲜生消费无法使
用现金，必须使用其手机客户端。为保
障消费者的自主支付选择权、 居民特
别是老年人等偏好现金人群的正常生
活，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第一时间要求
盒马鲜生做出整改。 盒马鲜生积极配
合开展整改工作， 在其门店开通现金
支付通道，起到了较好效果。
盒马方面的信息显示，从去年 10
月开始进行了多方面的完善， 盒马鲜

报花广告位★优惠招租
价格低、效果好、发行量大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寻人寻物
★声明公告 ★寻求合作 ★律师事务所
★拍卖会
★留学移民 ★培训机构
★新车销售 ★驾校陪练 ★美容行业
★展会
★婚恋服务 ★金融理财
★投资担保 ★招标公告 ★建材装饰
★房产汽车 ★旅游
★招聘招商招租等
效果突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刊登电话：13381075888

刊
登
范
围

·

移动支付和银行卡越来越普及的
现在，一些消费者在旅游景区、餐饮、
零售等行业商户消费时被拒收人民币
现金，公众反映强烈。 对此现象，央行
于今年 7 月中旬发出整治拒收现金
公告。
公告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
货币是人民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以下
统称现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
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
现金， 依法应当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
的情形除外。 在接受现金支付的前提
下， 鼓励采用安全合法的非现金支付
工具， 保障人民群众和消费者在支付
方式上的选择权。
截至 11 月中旬， 北京地区营管
部已根据群众反映和主动发现、 处理
了 30 起不同类型的拒收现金行为，
约谈了 2 家知名企业。 北京地区的拒
收现金行为中，有的是停车场、餐饮店

生在每个门店宣导支付相关规定，给
需要现金支付的顾客增加指引； 现金
收银通道的标识更加明显， 便于消费
者使用； 做好员工培训， 普及法律知
识，方便消费者自由选择。
记者在盒马鲜生十里堡店看到，
在一个自助结账区旁边， 有一个柜台
区域，传统的收银机摆在上面，旁边立
了“现金结账”的立牌，时不时有顾客
文 / 记者 李洪鹏 张鑫
到此结账。
约图 / 记者 张鑫

·

了不便。 有的是企业以互联网新业态
为名，明明店面内有人，完全具备收取
条件，却不收取现金。
央行称，
“我们鼓励多元化支付方
式和谐发展， 既要支持新零售行业的
发展，也要保证现金使用，确保消费者
自主选择的权利”。
集中整治期后，人民银行将建立长
效机制，细化措施，建立和谐的人民币
流通环境。 下一步，将加大宣传力度，使
公众正确理解拒收现金概念，积极支持
整治拒收现金工作。 同时，进一步提高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现金服务水平，为社
会公众提供安全、便利的现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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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麦车险服务
踏青赏花出游季，车险服务正当时
即日起至 12 月 30 日，车险快到期的，
都可以提前享受续保优惠， 参与本公司车
险服务，可立即享受人保车险、平安保险、
太平洋保险，商业险 7 折优惠（返 30%）
联系电话：010-61640870
广告

石榴集团：
建房很重要，“养房”更重要
本 报 讯 （记 者 董 振 杰 “
） 现在的
购房者大多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
环境，着重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一
位房产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房地产的
发展，人们的居住理念正在悄悄发生
改变。 而石榴集团正是摸准了业主的
心态， 在为业主建好并交付房子之
后，还继续解决后续问题。 这样贴心
的服务，受到业主交口称赞。

竣工交付后房顶外墙渗漏
开发商维保期为 5 年
“业主购买一套 70 年的大产权
房， 住十年八年之后， 都变成了旧
房。 ”一名在某小区居住的业主吐槽，
“在小区里转一圈后， 你会发现有的
围墙被木棍支撑着摇摇欲坠，有的外
墙保温层开裂脱落甚至发生砸人砸
物现象，还有电梯出现故障将业主困
在里面。 ”
也有业主表示， 购买房子之后，
开发商很快就不知去向，后续全部交
给物业处理，但是物业总是以各种借
口不愿处理开发商留下的隐患和遗
憾。 物业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必然是由
业主的物业费来做支撑，大部分物业
对小区公共部位的维修多流于形式，
对小区的道路和损坏部位进行简单
的修补， 最多只能是正常的维护，保
证小区居民正常的生活需要而已。
那么，一套房子的保修期到底是
多长时间，该由谁负责呢？ 记者查阅
了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中规定，建设工程实
行质量保修制度。 在正常使用条件
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屋面防水工程、 有防水要求的卫生
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 5 年；
供热与供冷系统， 为 2 个采暖期、供
冷期；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
装和装修工程，为 2 年。
也就是说，最长 5 年之后，对于
屋顶漏水、外墙防渗等，开发商可以
不再负责。
每年投入数千万元
石榴集团专门品质提升
居住几年之后，房子出现屋顶漏
雨、保温层开裂等现象，影响房屋的
品质和居住感受， 到底该找谁处理，
可能是萦绕在很多业主心头的疑问。
对石榴集团的房子来说，这根本不是
问题。
2012 年起， 石榴集团选择打破
行业默认的“法定保修期”，每年斥资
数千万元对已交付的小区和商住项
目进行全面修缮，到今年这一“品质
提升”行动已经进行了 6 个年头。 以
往的改造行动每年进行一次，为进一
步提升居住品质，让更多人长期住上
好房子，2018 年石榴集团将这一周
期改为了每半年一次。
“没有老旧的小区，只有不作为
的开发商。 建好一座房子并不难，难
的是建好房子后，如何让业主可以在

其中一直更美好地生活。 ”石榴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
‘品质提升行动’
绝不是流于形式的作秀，而是实实在
在地形成了一套制度， 运作有流程，
过程有监督，效果有考核。 在不断成
熟的过程中，石榴集团品质提升行动
已走过 6 年时间，未来还会为更多的
业主提供‘
增值’的售后保障。 ”
公开征集意见
业主参与验收
石榴集团到底如何落实“品质提
升”行动的？ 据了解，对于已售项目的
升级改造，集团都是统一管理，每年
年底在各小区内张贴海报向业主征
集意见， 业主可以通过 400 电话、微
信后台留言等形式反馈给石榴集团，
截止时间到第二年 2 月。
在对这些意见进行内部评估后，
如果确实应该修葺， 在 3 月份把要

维修和升级改造的内容公示出来，每
个小区都会公示当年品质提升的内
容信息。 修葺工程完成后，公司还会
邀请业主对提升成果进行验收。
品质提升
到 2018 年，石榴集团“
行动” 已覆盖所有已入住的项目，就
车库出入口道闸系统、 车辆识别系
统、小区围栏、电梯增加平层装置、增
加单元门挡、 园区增加休闲座椅、增
加摄像头、增加儿童游乐设施或健身
器材、卫生间修缮、高层单元大堂及
电梯厅铁艺护栏喷漆修缮、更换石材
井盖等近百余项目进行社区品质
提升。
石榴集团有关人士表示：“我们
有一个理念，交房才是真正口碑营销
的开始，入住后业主的满意才是企业
最大的成功，我们努力让每一位生活
在其中的业主获得尊严感和更好的
居住感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