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盲道是帮助盲人出行的重要设施，南
京经济开发区城管局组织养护单位对园区
内盲道缺失损坏问题进行集中排查梳理。
在栖霞大道、恒飞路、恒通大道、恒谊路、新
港大道等园区主次干道进行盲道改造。保
障盲道连续方便盲人出行。养护单位南京
巨星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对园区所管辖的盲

道已经完成改造部位约200多处、800多
平方米，维修的同时做好文明施工和安全
工作。新铺设的盲道地砖，不仅能够更好
地为盲人引导道路，也在南京文明城市创
建中为特殊群体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
从而，让文明新风在南京经济开发区走出

“心”温度。

新茶全面上市！在“章福记平价茶
业”，安吉白茶、碧螺春、雨花茶、浙江龙
井、雀舌、长青、炒青毛尖等新茶全面上
市。

倡导茶叶理性消费，真诚维护消费者
利益。“章福记平价茶业”开业5年多来，
因其“价钱实在，茶叶质量有保障”，深受
南京市民的喜爱和支持! 我们的口号就
是“拒绝暴利茶叶，卖老百姓喝得起的名
茶”，据“章福记”负责人介绍。店里所有
茶叶是在原产地基础上加价8%-10%销
售。“章福记”将给南京市民提供更多品质
优，价格实惠的好茶。欢迎市民进店免费
品尝。

雨花茶60元/斤，雨花茶120元/斤，
雨花茶 150 元/斤，明前雨花茶 160 元/
斤，雨花茶 180元/斤，明前手工雨花茶
240元/斤，明前手工雨花茶300元/斤，
明前雨花茶400元/斤，明前雨花茶500
元/斤，明前雨花茶600元/斤，明前雨花
茶800元/斤，明前雨花茶1000元/斤，碧
螺春100元/斤，明前碧螺春150元/斤，
碧螺春 160 元/斤，明前碧螺春 180 元/
斤，碧螺春 200 元/斤，明前碧螺春 260
元/斤，明前碧螺春300元/斤，明前碧螺
春 400 元/斤，明前手工碧螺春 500 元/
斤，明前手工碧螺春600元/斤，明前手工
碧螺春 800 元/斤，本地碧螺春 350 元/
斤，本地碧螺春480元/斤，安吉白茶150
元/斤，安吉白茶 180 元/斤，安吉白茶
280元/斤，安吉白茶 350元/斤，安吉白
茶450元/斤，安吉白茶550元/斤，安吉

白茶650元/斤，安吉白茶800元/斤，安
吉白茶 1000 元/斤，安吉白茶 1200 元/
斤，手工白茶 480 元/斤，手工白茶 600
元/斤，黄金白茶 600 元/斤，黄金白茶
800元/斤，黄金白茶1000元/斤，浙江龙
井120元/斤，浙江龙井160元/斤，浙江
龙井240元/斤，浙江龙井350元/斤，浙
江龙井400元/斤，浙江龙井500元/斤，
浙江龙井600元/斤，浙江龙井800元/斤，
西湖龙井850元/斤，西湖龙井1200元/
斤，翠柏200元/斤，雀舌400元/斤，雀舌
500元/斤，雀舌800元/斤，长青240元/
斤，长青380元/斤，毛尖50-150元/斤。

地址：秦淮区马道街1号“章福记平
价茶业”（军师巷口；马道街与中华路交叉
路口）

咨询电话：85774677 13951772079
公交车路线：2路、16路、63路、202

路、302路、701、703、706、D58路中华门
城堡站；14路、26路、33路、46路、81路、
87路、88路市第一医院站；下车往马道街
方向（秦淮劳动保障局对面）(广告)

免 费 领 取 电 话 ：83730590 83730881
报 名 时 间 仅 限 5.18-5.21 四 天 ，请 勿 错 过 ！

本品不能代替药品 广告批准文号：鲁食健广审（文）第202006687号南京考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6 年，注册资金
6500万元。主营生产：硫酸软骨素及保健食品原料等。

在夏季骨关节病高发阶段，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美泰的
高纯氨糖软骨素，特向南京市民免费发放：

10000份高纯高含量氨糖软骨素试用装，每片含氨糖
380mg 软骨素280mg。正在服用其它氨糖类产品的可凭
氨糖空瓶子兑换其它生活礼品一份

好
消
息 领取

条件
1、骨关节不好的60岁以上南京常住居民。
2、电话报名，规定时间，统一发放，夫妻报名可领两份。

高纯高含量氨糖软骨素 来电领取

专业疏通 84522573
蚂蚁搬家 84489058

—搬家疏通—
喜顺搬家 84490675

军友搬家 84447828
通，水电，治漏85563665

—专业疏通—

—出售招租—

外墙清洗、维修
18951075103

招 租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
秦淮区洪武南路 137
号 102 室 291.49㎡，
价格面议。
联系人 ：
黄经理13770507727
陆经理18013348720
监督电话400-6690705

—律师服务—
忠诚法务专克疑难诉
讼、债务，事成收费
13072531375
民事 刑事 咨询 代理
13951933915

—老年公寓—
鼓楼区向阳养老院，
有医疗、地铁口、环
境 好 、 价 优
66776779

南京花园洋房别
墅，适合养老，60
万 起 。
13022595691。

—保洁清洗— 84720079
15951803813

广
告
订
版
电
话

碧螺春65元/斤
就在“章福记平价茶业”

南京经济开发区城管局对园区盲道进行改造彰显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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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所地位于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的双善食品（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双善公司），是一家从事食品生产、
销售等业务的企业。

2017年 5月，时任双善公司实际
控制人的陈某、甄某（服刑中），以单位
名义与邓某、张某等人达成合作协
议。双方约定，双善公司从邓某等人
控制的广州市百益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购入假冒星巴克注册商标的速溶咖啡
予以销售。尔后，双善公司陆续从邓
某等人处购入假冒星巴克注册商标的
速溶咖啡21304件并对外销售。

2017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初，
时任双善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陈某、甄
某在明知从邓某等人处购入的速溶咖
啡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情况下，仍
以公司名义，通过销售员推销、物流发
货等方式，销往全国 18个省份 50余
名商户共计19264件，销售金额高达
724万余元。

2019年 12月 6日，双善公司、邓
某等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被无锡市新吴区法院判以刑事处
罚，其中双善公司被处以罚金320万
元。之后，在2020年 9月 28日，江苏
消保委作为原告，向双善公司提起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

2021年 3月24日，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法院审理
后认为，该案中，双善公司明知对外销
售的咖啡假冒星巴克商标，却隐瞒事
实真相，以假充真，进行欺诈销售，违
反了相应义务，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
益。

5月 13日，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
审宣判，判决双善公司在国家级媒体
上公开向消费者赔礼道歉，支付惩罚
性赔偿金2172万元（按照销售收入的
三倍计算），并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
费等。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件
的法官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涉
案公司应该通过公开赔礼道歉，以示
真诚悔过，同时也警示其他经营者，构
建诚信经营环境。

同时，江苏消保委请求判令涉案
公司在全国发行的新闻媒体公开赔礼
道歉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涉案
公司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责任亦符合
法律规定。

法官表示，这也是江苏消保委提
起的首例巨额赔偿性消费民事公益诉
讼案，具有特别的意义。

江苏消保委提起巨额赔偿性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企业卖假冒星巴克咖啡
被判“惩罚性赔偿”2172万元

扬子晚报讯（记者 任国勇 通讯
员 六公宣）5月13日16时，南京六合
公安分局龙池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称，家中发现一只被狗叼回家的“老
鹰”，不知道怎么处理请求民警帮助。

接警后，民警前往现场，在湖荡
路一桥洞附近，民警见到了这只受伤
的“老鹰”，只见此鸟嘴部呈弯钩状，
颈部和双腿有白色，双爪呈黄色，见
到有人围观自己，小家伙昂着头观察
四周，看起来是像一只老鹰。据了
解，报警人小陈当天来奶奶养鸡的农
场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正聊着天，
不远处一群鸟飞过来。没几分钟，只
见其中一只鸟向池塘坠落。他好奇
地准备上前看看，发现自己养的黄狗
好像叼着什么向自己走来，走近一看
发现是一只鸟。
黄狗把鸟叼放在门口后，小陈看了半
天认为这是一只鹰，但明显比老鹰小
一号，便打开手机拍照上网查寻。小
陈告诉民警：“它应该是被那群鸟围

攻，受伤落下来了，我们家的黄狗从
小被训练捡东西，所以见有东西掉落
就叼回来了。”民警初步检查没发现
这只鸟身上有明显伤口，但翅膀全
湿，粘在一起看不太清楚是否受伤。

民警将这只鸟带到了派出所并
联系林业局工作人员，很快工作人员
赶来，经过检查，确定这只鸟是游隼，
翅膀轻微受伤，是只还未完全成年的
幼鸟，于是将它带回悉心照看，等它
痊愈后便放回大自然。

游隼受伤了，从天空中栽下
奇迹发生了，它被狗狗叼回家……

受伤的游隼

你喝的“星巴克”咖啡，一定是正宗的吗？不一定。无
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一起假冒商标公益诉讼案件进行
宣判，原告是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苏
消保委），法院支持了原告诉求，判处售假企业“惩罚性赔
偿”2172万元。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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