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 （记者邹晓华）日
前，南昌市民饶先生遭遇一件烦心
事。饶先生和亲戚朋友准备一起在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九龙湖的红谷瑞
仕城际广场买8套公寓。前期交了4
万元诚意金，后来因各种原因没
买。诚意金却一直没退成，开发商
一再推脱。

9月12日上午，记者和饶先生一
起来到红谷瑞仕城际广场售楼中

心。一名工作人员在听说记者的讲
述后，表示可能中间存在什么误会，
才导致这么久没退款。

饶先生说，他老家是抚州的，目
前在南昌市上班。亲戚朋友看中了
该楼盘的公寓房，就约定大家一起
购买，准备一共买 8套，正好是同一
层的 8 套房，总价约 400 万元。7 月
25日 11时 35分，饶先生刷银行卡交
了4万元诚意金，每套房的诚意金为

5000元。
“后来因为付款方式、优惠措施

等没谈拢，房子就没有买成。”饶先
生说，买卖不成也没有关系，他希望
尽早把4万元诚意金拿回去。

记者看到当时双方签订的认购
意向书上确实写了“甲方承诺向乙
方无息返还意向金”的字眼。开发
商也同意返还，但快2个月了一直没
动静。

饶先生说，他多次与楼盘置业
顾问、财务人员沟通，对方有时说要
报到上海总部去走流程。“有时说银
行系统出问题了，有时又说已经把
钱转给银行了，他们叫我去银行查
是否到款，我查了多次，也没查到。”
饶先生感觉一直是在被开发商忽
悠。

记者了解到，红谷瑞仕城际广
场的开发商是上海城建（江西）置业

有限公司。9月12日上午，楼盘销售
负责人王娜拿出银行打的单据，称8
月 31日确实打过款，但因系统出了
故障，没有成功。

“我们首先向饶先生表示道歉，
另外，会再次与银行工作人员沟通，
今天应该就能打款成功。”王娜说。

9月12日下午5时，饶先生致电
记者称已经收到开发商返还的 4万
元诚意金，并对记者表示感谢。

天天说退款，却迟迟没有到账

买公寓4万元诚意金遭遇退款难
红谷瑞仕城际广场被指忽悠消费者，记者介入后解决

9月13日，南昌市中山路道路两侧路灯上挂起了崭新的
五星红旗。随着国庆节的临近，南昌市区各主要道路和街道
陆续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不仅扮靓了城市，更让市民感受
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大
学生在校园附近遇到陌生人搭讪，
若对方开口借钱，学生就要当心其
中是否有诈。近日，南昌市公安局
经开分局抓获数名犯罪嫌疑人，这
些人专挑大学生“下手”，以问路借
钱的方式行骗。

9月 6日，就读于经开区某高校
的蒋同学在榴云路逛街时，偶遇一
名穿身黑色上衣的男子搭讪。该男
子长相清秀，自称是新加坡华裔，回
国后经过江西，想去珠海，但在南昌
迷路了。出于好心，蒋同学便为男
子指路。

在指路、闲聊的过程中，该男子
称自己在南昌人生地不熟，身上没
有带现金，银行卡是新加坡的，暂时
用不了，遂向蒋同学借钱，并表示他
的朋友会以转账的方式还钱给蒋同
学。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蒋同学
相信了他，并通过支付宝扫码方式
支付给对方 3800 多元。随后该男
子乘坐出租车离开现场。但是，让
蒋同学没想到的是，十几分钟后，她
发现自己被对方“拉黑”，这才意识

到可能被骗，立即向经开公安分局
下罗派出所报警求助。

下罗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
对案件进行分析研判。在询问蒋同
学被骗的详细经过后，通过调取周
边视频监控，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
人，并于当天将嫌疑人张某抓获。

经查，嫌疑人张某今年 22 岁，
系安徽省蚌埠市人。该嫌疑人对冒
充新加坡华裔、骗取学生钱财的违
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张某已被
行政拘留。记者了解到，在侦办此
案过程中，办案民警在抓获嫌疑人
张某的同时，还一并抓获了另外一
男两女。经询问，他们作案时同时
出发，分别在校园周边选择好目标
后伺机而动。

据警方介绍，几个嫌疑人面相姣
好，男嫌疑人一般以独行女学生为目
标，女嫌疑人以独行男学生为目标。
他们利用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的特
点，故意装可怜，以遇到临时困难为
借口，要求学生资助其金额不等的路
费或者吃住等费用，即利用乞讨式的
作案方式对学生进行诈骗。

问路借钱再拉黑
这个“华裔”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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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开门、感应商品、自助付
款，作为“无人便利店”的“便民日
常”，它们不仅仅意味着节省人工。

在南昌市高新区，有一家叫
“we-go”的“无人便利店”。今年 6
月，江西百大众兴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何淳勇和他的团队在当
地政府三年免租的创业园区内，为

“we-go”选择了一处 25平方米的店
面，悄然开业。

“这家店目前只是一间‘实验室
’，顾客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我们
结算也方便，一般都是秒到。”何淳
勇说，开业两个多月，总体上既没盈
利，也没亏损。

“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亏损已经
很不错了。”何淳勇说，当前市场上
的“无人便利店”，在技术研发和消
费者行为习惯培养等方面需要大量

资金投入。他们目前还没有一笔融
资，各类成本都得死死地控制着。

“因为商品失窃导致亏损的情
况多吗？”记者问。

“近80天的运营，商品略有丢失，
但几乎没有恶意偷盗行为。”何淳勇
介绍说，顾客扫码开门就是完成了信
息登记，店内是一个全天候无死角的
监控环境。“下一步，我们还将完善识
别技术，推出‘刷脸’进店。”

对于何淳勇来说，当初转型做
“无人便利店”，除了积极探索智能
零售模式的初衷之外，更多的是一
种不得已的尝试。

“不到两年光景，原来的 200多
家门店全线亏损。零售业的成本竞
争太残酷了，我们就是奔着降成本
才干的。”何淳勇给记者算了笔账，
经营一家 50平方米的传统便利店，
店员月薪 3500元，按照同一时段需
要一个收银员、一个导购员配备，要

做到24小时营业，需支付三班倒的6
名店员总月薪为 21000 元。这样算
来，单考虑人力成本一项，一家“无
人便利店”一年就可节省人力成本
25.2万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由于高房租
和人力成本增长快的双重压力，一
些传统便利店已出现较为明显的亏
损。南昌红谷滩新区的一家品牌便
利店店员王女士告诉记者，店里目
前仅剩4名员工，每天的销售额不足
2000元。“老板正在考虑转租店面。”

尽管“无人便利店”在节省人力
成本上表现“给力”，但新增的成本
也让经营者伤脑筋。“‘无人便利店’
并非一个员工都不需要。”何淳勇
说，开一家“无人便利店”，每天都得
摆货补货，至少需要一名调货员随
时调剂余缺，一名技术员提供后台
技术支持。能力强的调货员和技术
员，两个人可运营5—10家店。“这样

的员工一般都要经过系统的培养，
而服务行业流动性很大，这些培养
成本往往较高。”

“这些隐性成本正是我们当前
的新烦恼。”何淳勇说，像培养成本
这类隐性成本，还有很多：“无人便
利店”作为新事物，有推广项目的时
间成本；需要更多的物业配套，而物
流成本和商品管理等后台成本并未
减少；同时，灯光、温度、设备等也都
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专程前来交流的江西共享餐吧
网络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夏良表示，
为了替代人工服务，“无人便利店”
对于后台系统和科技设备的日常运
营维护要求很高。“这部分成本在运
营初期会比较高，随着后期规模化
经营会有所降低。”

此外，周夏良认为，除了管理上
的各种成本外，为了实现“无人”，

“无人便利店”内商品的成本也有增

加。他说，为了避免货物被盗的同
时，确保实现自助收银，“无人便利
店”的商品上都得有 RFID（射频识
别）技术的价签，每个 RFID 价签的
成本接近 0.5 元，由于货品数量较
多，致使价签成本较高。而贴价签
也要人工，这又增加了成本。

不过，尽管隐性成本较高，但有
节省人力成本的优势，“无人便利
店”的发展趋势依然被看好。据艾
媒咨询预测，未来五年无人零售商
店将会迎来发展红利期，到 2022年
市场交易额将超过1.8万亿元。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麻智辉说：“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产
品所依托的技术尚未成熟，实际应
用达不到理想水平。”他表示，随着
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和提取特征技术
进一步发展，安全监测、商品供需情
况等动态分析逐步完善，“无人便利
店”有望真正实现“智能零售”。

运营近80天 南昌“无人便利店”怎么样了？

没发生恶意偷盗 也没亏本
省了人力成本增了隐性成本 技术成熟后或迎发展红利期

新华社记者 高一伟

天气转好 气温平稳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经历

了数天的阴雨天气，洪城仿佛离秋天
更近了。未来3天，南昌天气转好，阳
光重新露脸，气温较为平稳。

本周，南昌以阴天为主，雷阵雨偶
尔来造访，气温下降明显。接下来，南
昌最高和最低气温均为“2 字头”，凉
爽舒适。由于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建
议公众天凉了就加衣服，该穿长裤就
不要光腿。在生活上，不能贪食生冷、
瓜果，避免脾胃受损而发生腹痛腹泻。

14日，南昌晴，气温 21℃～28℃；
15 日晴转多云，气温 21℃～28℃；16
日多云转晴，气温22℃～29℃。

国庆假期机票进入预订高峰
本报讯（记者赵影）由于今年中秋节、国

庆节双节连放，8 天的假期也带动出游热
情。日前，记者获悉，8月中旬开始，国庆假
期机票进入预订高峰，目前，“十一”期间从南
昌出发前往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广州等地
的航班预订持续走高，机票价格多在 5折左
右，少数航班价格达到 9折或全价票。据了
解，9月 30日和 10月 1日出行的机票价格最
贵，10月 4日后出行可省约 3成的大交通费，
业内人士表示，建议出游旅客合理安排出游
时间并提前预订好往返机票。

“好不容易盼到8天长假，打算和家人去
香港旅游，我们选中了一款 6天的机票加酒
店的产品，9 月份预定行程的时候还遇到价
格减免 10%活动，感觉挺划算的。”南昌市民
胡女士表示，她打算9月底出游，避开出游高
峰的同时也可节约出行成本。记者从携程了
解到，国庆期间，南昌前往三亚、厦门、西安、
青岛、昆明等热门旅游地行程预订增幅最大，
而自由行和半自由行的旅游方式更符合长假
出游的消费特点。

“8 天的假期让出境游成为热门，泰国、
日本、新加坡等地的机票加酒店产品尤其受
到欢迎，处于热卖中。”南昌某旅行社出境部
负责人表示，虽然出境航班机票价格整体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泰国普吉岛、甲米岛等多
个海岛的部分酒店价格较去年“十一”期间有
所下滑，吸引不少市民前往游玩。

艾溪湖西侧将建体育公园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9月13日，南昌

市规划部门对外公布了艾溪湖体育休闲公园
规划设计方案，并向社会进行批前公示。

根据方案，该公园用地位于艾溪湖西侧，
从高新区管委会一直延伸到艾溪湖北路至人
才公寓以东，总长约3公里，面积约24.8万平
方米。其中包括球场面积1.5万平方米，停车
位 228个，绿化率达到 84%。在功能分区上，
公园主要包括综合运动区、休闲活动区、户外
器械区、儿童活动区和极限运动区等。

日本游客丢护照难入住
三清山民警及时伸援手

本报玉山讯（记者邹晓华）9月10日，年
逾六旬的日本游客山口先生在三清山遭遇困
境，因护照不慎遗失，无法入住酒店。三清山
警方接到求助后，快速启动绿色通道，解决游
客燃眉之急，得到老人高度赞誉。

当日18时30分，三清山上一宾馆走进了
一位老人。老人脸色焦急，连比带划与工作
人员沟通，但无人能听懂。老人无奈之下拨
通远在山东朋友的电话，并通过朋友与当地
外双溪派出所取得联系。原来老人来自日
本，在山东朋友家做客，独自一人前来三清山
游玩，不想在路上掉了护照，无法入住早已在
网上订好的酒店。

值班民警陈垒了解情况后，积极采取措
施，取得了老人的护照信息，并迅速上报分局
出入境管理大队。经核查确认无误后，为山
口先生办理了入住手续。

6月，首所农商银行希望小学在瑞金竣工
揭牌；7月，“农商银行·助你圆梦”公益助学活
动启动申报；8月，500万元助学金发放到1000
名贫困学子手中；9月，向新疆阿克陶县捐赠价
值1000万元的图书。这个夏天，江西省农商银
行在公益慈善的道路上播撒爱心、坚定前行。

作为扎根赣鄱红土大地的“江西人民自己
的银行”，江西省农商银行在实现自身快速发
展的同时，始终坚持服务社会民生，积极投身
公益慈善和精准扶贫事业，全力助推脱贫攻坚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1年，江西省农村信
用社联合社牵头全省各成员单位捐资 2亿元
成立了全省首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百福
慈善基金会，秉持“帮困助学，奉献社会”的宗

旨，每年以基金投资收益扶持贫困地区教育事
业发展，资助贫困家庭学子顺利就学。

点亮希望，扶贫先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
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
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2017年
6月，瑞金市武阳镇农商银行希望小学隆重举
行仪式庆祝学校竣工揭牌，成为江西省第一所
农商银行希望小学，标志着江西省农商银行希
望小学援建项目正式结出硕果。2016年，江西
省农商银行一次性向江西希望工程捐资 600
万元，在瑞金、浮梁、遂川等地援建希望小学
12 所，刷新了全省希望工程省内单笔捐款数
额的最高纪录。

公益助学，放飞大学梦。助力贫困学子大

学圆梦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精准扶贫
的重要任务。今年7月，江西省农商银行依托
百福慈善基金会，启动了“农商银行·助你圆
梦”公益助学活动，继去年捐赠 500万元助学
金后，再次捐赠500万元资助省内1000名今年
高考分数在一本线以上的困难家庭大学新
生。活动由江西省联社委托江西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开展，通过贫困学生自愿申请、各县
市团委和农商银行初审、实地家访、省青基会
复核、省联社终审等环节，最终确定资助学生
名单。受资助学生均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或低
保户子女，范围覆盖全省各县市。

书香援疆，善心跨天山。对口援疆是国家
战略，参与和支持对口援疆工作是义不容辞的

责任。江西省农商银行积极响应国家和省委、
省政府援疆号召，心系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发

展，以实际行动支援新疆建设。9月5日，在江

西省对口援疆 20周年座谈会上，江西省联社

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代表江西省农商银行

百福慈善基金会，向江西省对口援建的新疆阿

克陶县捐赠了价值 1000万元的图书。捐赠的

图书将用于支持当地图书馆、中小学校和职业

学校建设，促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

做公益慈善绝非一朝一夕。江西省联社

理事长孔发龙表示，江西省农商银行将始终坚

持“信用为本，合作共赢”的宗旨，一如既往为

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一如既往助力地方经

济发展，一如既往参与更多公益慈善事业，在

做大做强“江西人民自己的银行”中更好地服

务社会、服务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与大行担当，为江西公益事业注入强劲的金融
力量。 （吴 晓 吴 衍）

润泽赣鄱的金融公益力量
——江西省农商银行公益慈善帮困助学侧记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建设“江西人民自己的银行”

铿锵玫瑰绽放在征迁一线
本报讯（记者刘斐）时间已近凌晨，南昌

市青云谱区卫计委朱美还在办公室书写征迁
日志，记下当日进展，思考解决的措施。自从
她加入征迁工作组以来，多少个不眠之夜，她
毫无怨言。

朱美负责的一个征迁户户主已过世，第
一继承人只有儿子和外孙，但两人关系早有
嫌隙，多年未联系，双方都不愿平分补偿款，
朱美反复为双方做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还找到他们的其他亲友共同做工作。
经过 20多天的努力，终于外孙让步，他们很
快就进行了入户评估和公正，朱美很开心，更
让她欣慰的是，通过她的努力，两位当事人的
关系得到缓和，冰释前嫌。

“小陈人真好，对我们特别关心体贴，我
很感谢她帮我租到这么合适的房子。”这名拆
迁户张阿姨口中的小陈就是区安监局的陈燕
舞。张阿姨80多岁高龄且行动不便，租不到
过渡房，陈燕舞就联系多个中介找房源、利用
休息时间看房子，终于为她租到一处环境整
洁且有院子的一楼，张阿姨非常高兴。

都说拆迁是天下第一难事，朱美、陈燕舞
等女同志却毫不畏惧，上门入户，文明礼让，
充分发挥女性亲和力强的特点，温和细致地
给他们讲政策，即使遇到性子急的征迁户，也
从不着急，总是耐心地聆听他们的诉求，再细
心地讲透政府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