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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卡后迟迟未开业 引消费者不满
洛阳正大乐影城：处于消防检查验收阶段，有意向退卡的可到前台办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实习生 娄亚婷 文图

女孩丢失价值20万耳蜗
民警紧急搜寻物归原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曼 通讯员 汪选飞

影城迟迟未开业

本报讯 近日，有市民爆料在洛
阳正大乐影城办的会员卡都快半年
了，影城却迟迟未开业，引发不满。
这究竟是咋回事？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进行了采访。
爆料市民称，他在洛阳正大乐影
城办理了 999 元储值卡，过去都快半
年了，该影城还没有开业，很多会员
想去办理退卡，但协商了几次，还没
有退款成功。
据了解，该影城位于洛阳新区正
大广场 7 楼，其对外宣称拥有 7800
平米影城面积，21 米长杜比影厅荧
幕，11 个影厅满足 1500 人同时观影，
计划在今年 6 月份对外营业。但截
至目前，该影城仍未正式营业，但提
前预售了会员卡。
记者注意到，在该影城官方新浪
微博下，也不断有市民留言表达不
满，纷纷质问究竟什么时候开业，希
望给出具体的时间，也有消费者要求
退卡。8 月下旬，该影城在评论区留
言称，影城目前正在申请办理消防及
各类证件，开业时间确定后，会第一
时间发布公告。
10 月 8 日下午，记者来到该影城
走访，看到外部装修已全部完成，售
票处、自助区以及检票口和休息区已
经分区完成，走廊上还摆放着不少电

影的宣传海报。从外部看该影院与
正常营业的影院并无差别，在手扶梯
口摆放着影院会员卡办理政策的详
情，分为 398、798、999 三个等级。
据该影城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会
员卡办理不需要任何费用，所付的全
部金额都将以充值的方式存入卡
内。不同等级的会员卡，消费时的票
价不同，并且可以直接用会员卡支
付，不需要另外付费。当询问到具体
开业问题时，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该
影院各类证件还在申办中。
至于迟迟未开业，洛阳正大乐影
城相关负责人解释，由于消防等原
因，导致延迟开业。随后该负责人给
记者发来一份情况说明，称目前正处
于消防检查验收阶段，将严格按照消
防部门给出的意见，以最快的速度整
改完毕，待消防许可证领取后，3 周左
右即可拿到放映许可证，届时即可顺
利开业。
另外，针对有消费者有退卡的需
求，该负责人说，
“如遇到有顾客有意
向退卡，可直接到影城的前台进行办
理，影城会经过正常流程审批报备，
退卡具体时间为 2-3 周，我们会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退卡。同时，与集团公
司沟通，申请简化流程，尽快给顾客
办理退卡，将相关款项退还给顾客”。

本报讯 10 月 6 日晚，正在天津
路派出所值班的民警，接到 3 位年轻
男女求助。但 3 人都是聋哑人士，刚
开始，民警并没有理解 3 人的意思。
经过长时间的沟通，民警才搞明白，3
人中的一位姑娘意外遗失了价值 20
多万元的耳蜗。
“当时是 3 人直接到派出所报的
案，神色都非常焦急。”天津路派出所
交巡大队二级警督任新盛告诉记者，
由于 3 人是聋哑人士，与民警沟通起
来非常困难，几番询问也没有弄清楚
3 人报警的目的。
“我们说的他们听不
清 楚 ，他 们 说 的话我们也听得很模
糊。
”
任新盛说，
3 人中丢失耳蜗的女孩
听力障碍最为严重，在她两位朋友的
帮助下，民警通过纸笔沟通才了解到
女孩遗失了自己价值 20 万元的耳蜗。
原来，当天晚上女孩从工作的地
方下班后，从涧西区陕北一路出发，
途经景华路在天津路上等待公交车
时，突然发现自己的耳蜗不见了，
“女
孩说，当天耳蜗刚好没电，她就把耳
蜗放在口袋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
失的。”任新盛说，3 人沿路寻找很久
没有找到，不得已才到派出所向民警
求助。根据女孩的回忆，任新盛立即
向 110 请求在沿路附近协查，同时带

着 3 人回到事发地寻找耳蜗。
当天的洛阳刚刚下过一场秋雨，
晚上 8 点的室外不仅泥泞气温也很
低。由于担心耳蜗被不知情的市民
捡拾，任新盛跟随 3 人一路走回女孩
的工作地，途中却没有任何发现。20
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
数目，看着女孩越来越焦急的脸庞，
任新盛决定再走一遍继续寻找耳蜗。
“当时我们就一路找一路问，在
女孩发现丢耳蜗的车站还发动周围
居民一块儿寻找，都没有找到。”任新
盛 说 ，虽 然 已 经 及 时 向 110 请 求 协
查 ，但 是 110 也 没 有 找 到 丢 失 的 耳
蜗。经过近 30 分钟的寻找，就在几
个人快要放弃时，任新盛却突然在一
辆停放在路边的私家车前轮下发现
了一个“耳机”，
“看起来非常不起眼，
就像一个普通蓝牙耳机一样，不仔细
看根本看不出来车轮下有东西。”经
过 3 人的反复确实，任新盛发现的正
是女孩丢失的耳蜗，拿着失而复得的
耳蜗，
女孩高兴得蹦了起来。
“女孩的朋友介绍，如果没有这
个耳蜗，女孩是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的。”任新盛说耳蜗价格不菲，对于听
障人士非常重要，能及时找回自己也
安心了不少。

50 余种鱼宴竞相登场

首届陆浑水库千人鱼宴节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吉小平
本报讯 10 月 1 日上午，2019 洛
阳市首届陆浑水库千人鱼宴节，在陆
浑旅游度假村开幕。
中午 12 点，主办方宣布本届陆
浑水库千人鱼宴节开幕，50 多种鱼
宴、数十种特色小吃全部登场，游客
们以自助方式挑选个人喜欢的美
味。
据陆浑旅游度假村负责人姚松
强介绍，本次鱼宴提供的菜品包含了
煎、炒、炸、熘、炖、蒸、煮、烤等几乎所

牧行万里，
探知神州

——阿里高原联合科考之旅圆满收官

历时 7 天，行程 2050 公里，9 月 26
日，随着联合科考队顺利抵达日喀则，
江西五十铃 mu-X 牧游侠携手《中国
国家地理》杂志社”牧行万里 探知神

有烹饪方法，口味涵盖大江南北。他
介绍，大厨们根据陆浑野生鱼的特
点，精心研发了独具陆浑特色的全鱼
宴。
据了解，这次为期 3 天的陆浑水
库千人鱼宴节，除了在现场能吃到全
鱼宴外，还能在陆浑水库岸边体验水
果采摘，也能在陆浑水面上乘坐快艇
和拖拽伞，各种娱乐，内容众多。主
办方介绍，10 月 1 日陆浑旅游度假村
全天的游客突破 3000 人。

州”第二季——深入阿里腹地，探秘象
雄文明科考之旅圆满收官。
联合科考指定用车——mu-X 牧
游侠此程载着科考队员从札达县启
程，成功挑战 4500 米高海拔，在空气
稀薄、天气寒冷、路况复杂的苍茫高原
一路穿越行进。联合科考队考察札达
土林的地貌演化，领略神山“冈仁波
齐”与圣湖“玛旁雍错”的遗世之姿，走
进群山掩映的古象雄王国都城及古格
王朝的残垣断壁中，挖掘遗落千年的
藏地文明密码。
下一站，联合科考队将迎来第二
季的收官之站，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考察，走进最后的沙漠部落，探寻原始
绿洲，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