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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在泰安市
商务局，因销售单
用途商业预付卡
备案的发卡企业

企业名称

山东泰安银宝食品公司

山东兴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新时代百货有限公司

泰安凯撒金殿温泉会馆

肥城盛世佳和购物广场

肥城新合作购物中心

新泰青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宁阳凌云商社集团

宁阳县万达百货有限公司

宁阳县华联商厦

东平县华联商厦

储储值值卡卡被被盗盗想想挂挂失失酒酒店店说说不不行行
市商务局：预付卡业务需备案，巨鼎生态酒店未申请过

你喜欢看电影吗？你通过什么形

式观赏电影，从无声的黑白电影到露

天电影，再到简陋的室内电影，以及

当前流行的3D电影，你的电影观影体

验就到此为止了吗？IMAX电影，比

3D立体电影具有更大视野的观影屏

幕、更清晰的图像、更逼真的音响的

国际最先进的观影技术手段，已然使

电影观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时空结合的艺术 IMAX电影盛

宴

1976年，三个热爱电影的加拿大

人，梦想着创造更大更清晰的电影屏

幕，更DUANGR更震撼的试听效果，

创造置身于电影情节中的观影体验，

然后duang....IMAX就诞生了！

终极的电影体验

1999年，《阿凡达》横空出世！其

创造超高票房的同时也推动了IMAX

成为家喻户晓的国际品牌。《阿凡达》

的导演卡梅隆曾评价IMAX 3D版是

“在别处无法获得的让观众身临其境

的体验”。

最大视野的影院结构

IMAX影院不但屏幕巨大，观众

座位的坡度也很大，这些设计都是为

了让每个观众都有宽广的毫无障碍

的视野，让电影画面充分覆盖观众的

视野，使观众的注意力完全被电影所

吸引！

清晰逼真的图像

只有宽广的视野远远不够，还要

有清晰逼真的图像才能达到身临其

境的感受。因此，IMAX从诞生之日起

就对图像质量和清晰度有非常严格

甚至苛刻的要求，才能确保观众实现

身临其境的完美电影体验！

逼真的音响

IMAX的影院音响技术以最大的

动态范围，准确、真实地呈现10倍于

普通影院音响系统的音量，完全避免

了令任何其它系统苦恼的失真问题。

均衡点声源技术，可以对每个扬声器

组进行精确定位校正，确保观众席上

的每个座位都可欣赏到完美的音响

效果。

与3D完美结合的IMAX

1985年，3D技术与IMAX技术实

现了第一次结合，意想不到的效果产

生了，3D在IMAX巨幕上产生的逼真

效果是无懈可击的，再配合最震撼的

音响效果，确保了观众实现身临其境

的完美电影体验。

8月，耗资千万的万达IMAX影城

登陆泰安

据悉，建造一个IMAX影院的成

本是100万美元至150万美元，由于建

造费用昂贵，电影院的投资者往往与

电影发行商预先谈好或者预先签订

今后若干时期内的IMAX电影放映合

同，然后才投资和动工兴建IMAX影

院。2015年8月，万达广场将耗资千万

的IMAX影城引入泰安，为泰城人民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万达IMAX电影城采用了当前国

际上最先进的数码视听设备，包括杜

比数码SRD、DTS还音设备、美国QSC

功放系统、德国施耐德高端镜头以及

英国超视野“Wall to Wall Screen”整

壁式清晰巨幅银幕。 万达IMAX影

城，投射在巨型银幕上的令人惊叹

的、水晶般清晰的图像，配以最先进

音响系统带来的震撼声IMAX 胶片

音，以及四层楼高的巨型观影屏幕，

给予观众世界上最身临其境的电影

观赏体验。

在万达国际电影城的任何一个

影厅，观众都会享受到同等规格的

视听盛宴，再加上其高品质/人性化

的服务理念，使万达电影城华丽登

场的同时，更不容置疑的披上了时

尚前沿的桂冠。万达电影城成为电

影行业的新标杆/尊享生活的新高

地！泰安百姓观看电影从此步入一

个更真实、更清晰、更具有想象力的

时代。

泰安万达IMAX影城 代言人招

募活动全城启幕

泰安万达IMAX影城代言人招募

活动全城启幕，无论男女老幼，只要

热爱电影都可参加，十强选手将获丰

厚现金奖励并参与微电影拍摄。获选

代言人将有机会获得泰安万达全年

IMAX观影体验票。入围初赛的前50

名选手，均可获赠精美礼品。

报名时间：3 . 10-3 . 20 报名条

件：携带个人照片、自拍视频。报名地

点及方式：泰安万达营销中心、泰安

市广播电视台、微信、泰安房地产网

等网络报名平台。

万达精装SOHO公寓即将隆重登

场 新的一轮抢购热潮即将来临，敬

请期待！

万达·克拉公寓，商业中心之

上，人潮钱潮涌动，繁华生活触手可

及；物业价值更是急速增值，泰城绝

无仅有。40—60平米精装奢华公寓，

宜商宜居，泰城最佳投资利器，抢在

开业前购买，享多倍财富收益。全城

认筹中。

终终极极电电影影体体验验，，IIMMAAXX的的神神奇奇魅魅力力

本报泰安 3月 9日讯
(记者 邓金易 ) 9日，记
者在泰安市商务局了解
到，泰安市发售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的企业中，仅有
11家在是商务局进行了备
案登记，远少于发售预付
卡企业的总数。

泰安市商务局相关工
作人员说，《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已
经在2012年11月1日起施
行。“办法中第四条规定，
规模发卡企业是指除集团
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
之外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企业，上一会计年度年
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或
工商注册登记不足一年、

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
而且办法中第七条规定，
发卡企业应在开展单用途
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按照
下列规定办理备案。”这位
工作人员说，

9日，在泰安市商务局
了解到，泰安市的发卡企业
中，仅有11家企业在商务局
进行了备案。

这位工作人员还说，在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
法(试行)》中地三十六条规
定，不进行备案的企业，由
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
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多家企业卖预付卡

全市仅有11家备案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记者
张伟) 2014年9月，苏女士在

泰安巨鼎生态园购买了一张面
值3000元的储值卡，消费1400元
后，卡被偷走。苏女士多次找巨
鼎协调处理，对方以预付卡不记
名不挂失为由，拒绝补办。

3月9日上午，苏女士致电本
报热线6982110反映，她于2014
年9月5日，在六中南侧的泰安巨

鼎生态园，购买了一张面值3000
元的储值卡，并消费了一次，卡
里还有余额1600元。“1月20日，
我的钱包被偷了，这张储值卡刚
好在钱包里。”苏女士说，储物卡
被偷后，她多次找巨鼎生态园协
调解决。

“1月21日，我通过储值卡卡
号，到巨鼎查看消费记录，卡里
的1600元还在，没有被消费。”苏

女士说，她手里有办卡和消费时
的小票，也记得卡号，她想依据
这些材料，到巨鼎补办新卡，但
巨鼎拒绝了她的要求。“巨鼎工
作人员说，他们的卡不记名，不
挂失，不给我补办。”

苏女士认为，小偷不可能
冒险来消费，如果没法补办新
卡，卡里的1600元就相当于白
白送给巨鼎生态园，“作为一个

消费者，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
保障，巨鼎生态园的相关规定
就属于霸王条款，希望相关部
门能够维护我们消费者的权
益。”

巨鼎生态园一负责人表示，
他们办理的储值卡不记名，不挂
失，丢失后没法补办新卡。“如果
有人拿卡到我们酒店消费，我们
可以通知苏女士，但这部分钱我

们没法退给她，也不能补办新
卡。”

记者从商务局获悉，储值卡
等相关预付卡业务的开展，需要
发卡企业在开展该业务之日起
30日内，向其工商登记注册地设
区的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备案。但泰安市商务局并没有收
到巨鼎生态酒店的相关备案材
料。

卡卡里里明明明明还还有有钱钱
有有两两家家店店突突然然找找不不到到了了

照相馆充值还没花

店铺不见了

2014年1月3日，王女士在泰

安金座芭芘娃娃儿童摄影会馆，
充值399元，准备以后给孩子写
真。“我是老顾客了，之前芭芘娃
娃那给我打电话说，有优惠活
动，我就又在那里充了399元。”

但王女士下次再去给孩子
拍照时，却发现这家店在装修，
最后一次来时，照相馆已经变成
了电影院。“没有接到店家任何
通知，说他们要停业。”王女士
说，“后来我打听到是原来的店
主把店转给别人了，但那个人根
本就没经营，直接找不到人了。”

本报2014年6月3日C06版报
道过，芭芘娃娃儿童摄影会馆的
原老板王女士说，自己在去年4
月中旬已经将店铺转让出去了。
现在再拨打王女士的电话，电话
已经处于停机状态，而表示将选
新址重新营业的新店主江女士

也已经联系不上。
在“芭芘娃娃”充值后未能

消费的消费者不少，一个芭芘娃
娃的维权群中就有20多人，每人
充的钱数都不一样。

充值借书证

退押金难找店家

岳女士为了培养孩子读书
的兴趣，在岱宗大街农大南门对
面，校场街挂角的小辛书馆，给
自己孩子和外甥女各办了一张
借书证。“我孩子经常在那里借
书，借书证到期后，我们并没有
去退押金，想着等假期直接去续
费。”岳女士说。

但等到假期，岳女士去小辛
书馆续费时却发现店面早已更
改，小辛书馆已不经营。

附近店主说，小辛书馆关门
后，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找，很
多没能退掉押金。

消费者买卡需谨慎

商家售卡需备案

9日，记者在泰安市商务局了
解到，《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
法(试行)》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
行。市商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办法中第七条规定，发卡企业应
在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30日
内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备案。第二
十条规定，使用单用途卡购买商
品后需要退货的，发卡企业或受
理企业应将资金退至原卡。第二
十一条规定，发卡企业或售卡企
业应依单用途卡章程或协议约
定，提供退卡服务。”

商务局相关工作人员提示，
消费者购买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时，需要谨慎，要在考察好售卡
企业后再进行购买，切不可因为
一时便宜购卡。一但消费者，在
购买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时权益
受到侵害，可以拨打商务举报投
诉热线12312进行投诉。

同时商务局工作人员还表示，
企业在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时，
应当提前向商务局进行备案。

您在购物中遇到了烦心事
儿,不知道怎么维权；您在购物中
遇到了开心事儿,很想给卖家店
主点个赞,从今天起都可以跟我
们说一说。请微信关注“齐鲁晚
报今日泰山”,腾讯微博@齐鲁晚
报-今日泰山,新浪微博@齐鲁晚
报-今日泰山或直接致电本报热
线0538-6982110。

本报记者 邓金易

时下，预售卡消费成
为了一种时尚，消费者先
充值，到店刷充值卡付款
十分方便。近日，本报
6892110热线接到几位市
民的电话，均反映在预售
卡消费以及在店铺退预
售卡押金时，遇到店铺关
闭无法维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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