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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昨日上午10时许，重
庆中心城区天空仍被云层遮挡。截
至上午11时，沙坪坝站等23个站点
出现最低能见度低于1000米的雾
天，潼南、铜梁、巴南更是出现最低
能见度不足100米的强浓雾。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市阴天
为主，西南部地区有间断小雨或零星
小雨；明后天，大部地区有间断小雨。

天气预报
今天：西南部地区阴天转间断

小雨或零星小雨，偏东地区多云转
阴天，其余地区阴天，气温 2℃～
15℃；中心城区阴天有零星小雨，气
温9℃～12℃。

明天：各地阴天有间断小雨，气

温 5℃～13℃；中心城区间断小雨，
气温9℃～11℃。

后天：中西部偏南及东南部地
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其
余地区间断小雨转多云，气温6℃～
17℃；中心城区间断小雨转阴天，气
温9℃～13℃。

阳光渐离 阴雨又来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朱婷 景区供图）昨日，记者从市文
化旅游委获悉，根据《旅游休闲街区等级
划分标准（LB/T082-2021)》及市级评分
细则的相关规定，经自愿申报和区县文
化旅游委、发展改革委初审推荐，市文化
旅游委、市发展改革委联合组织专家、市
级部门单位进行评审，重庆10家旅游休
闲街区达到市级旅游休闲街区标准要
求，拟认定为首批市级旅游休闲街区。

记者注意到，10家旅游休闲街区中，
在中心城区的有 8家，南川、酉阳各 1
家。具体包括：南岸区弹子石老街、沙坪
坝区磁器口街区、江北区大九街旅游休
闲街区、渝中区TESTBED2 贰厂文创
园、南岸区黄桷垭老街、酉阳县酉州古
城、南川区东街、江北区江北嘴三洞桥风
情街、渝中区白象街旅游休闲街区、九龙
坡区杨家坪步行街。

据了解，根据《旅游休闲街区等级划

分标准（LB/T082-2021)》，旅游休闲街
区是指具有鲜明的文化主题和地域特
色，具备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和公共服务
等功能，融合观光、餐饮、娱乐、购物、住
宿、休闲和娱乐等业态，能够满足游客和
本地居民游览、休闲等需求的城镇内街
区。同时，《旅游休闲街区等级划分标准
（LB/T082-2021)》将旅游休闲街区划分
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省级旅游休闲
街区两个等级。

我市拟定市级旅游休闲街区

首批仅10家 8家在中心城区

洗护不当 爱猫死亡

11月10日下午2点，记者见到了王
女士，她今年36岁。说起爱猫往事，她依
旧难掩悲伤。王东介绍，她和这家名叫希
普宠物中心的宠物医院的瓜葛还得从今
年1月2日说起。当日她将银渐层爱猫

“林肯”送至宠物医院洗澡，她和丈夫在
旁边的猫咖休息等候。其间，猫咪因为
洗护不当发生应激反应导致心脏骤停，
虽然经过宠物医院尽力抢救，猫咪在次
日凌晨再次心脏骤停，后抢救无效死亡。

此事发生后，双方在渝北区动物卫
生监督所的调解下，达成了和解。主要
内容包括宠物医院赔偿王女士3000元，
在今年 11月 5日前免费挑选一只售价
3500元内的宠物幼猫，并包含一个月的
健康质保。

在王东出示的双方调解协议书中，
记者注意到其中有这样一个条款，作为
该协调协议书的前置条件：宠物医院要
求王东方面删除在网络平台针对此事的
评论。

对此，王东解释，当时在“林肯”死
亡后，她跟宠物医院的交涉并不顺利，
因此才会选择在网络平台发声。虽然
双方达成了和解，但彼此心中多少有些
芥蒂。

“‘林肯’是我养的第一只宠物猫，这
事还是经过了很久才走出来。最近领猫
的时间也要到期了，我和丈夫就来到宠物
医院选择了一只布偶猫。”王东说，他们为
这只雄性布偶猫取名为“酸奶”。但领回

家的几天里，“酸奶”出现了不吃不喝拉稀
的情况，让她十分着急。

同时，“酸奶”的健康状态并不理想，
还存在皮肤病。在11月6日，王东发现

“酸奶”出现排便带血的情况。11月7日，
她便带着“酸奶”来到希普宠物中心，却发
生了让她意想不到的事……

新猫患病 她被“拉黑”

王东回忆，11月7日那天，她带着“酸
奶”找到宠物医生进行检查治疗。经过检
查发现，“酸奶”仅仅是炎症，医生便开了

一些消炎药，这让自己心安不少。“当时医
生把病历单打印出来，左上角的第一项就
是客户姓名。但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后面
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黑名单用户’。”王
东说，当时这名宠物医生就想抢过病例，
但被她迅速收起，并讨要说法。对此，该
医生回应她，并不清楚“黑名单”是怎么回
事。

王东说，事实上她对于“酸奶”的身体
状况并不满意，但出于爱猫的心理，也愿
意花费时间、精力来陪伴“酸奶”康复，因
此也没有过多计较。但对于自己被列入

“黑名单”一事，她十分气愤，便一直找宠

物医院讨要说法。但对方的回应是，宠物
医院被某公司收购，可能是该公司工作人
员操作所致。对此说法，王东不能接受，
要求宠物医院删除“黑名单”，并向她赔礼
道歉。其间，双方沟通并不顺利。于是，
她找到了新闻媒体求助。

宠物医院 书面道歉

11月10日下午，记者陪同王东夫妻
来到了宠物中心。该宠物医院提供有宠
物洗澡、体检、绝育、疫苗、驱虫等服务。
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家连锁宠物医院，
该店在某网络平台上，共有300多次评
论，大多为好评，其中低分评价18个。

王东找到一楼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方
表示，已经联系店长，正在赶回门店路
上。当天，涉事医生在二楼，记者便陪同
王东来到二楼。此时出现的一位工作人
员却说，一楼工作人员不清楚情况，店长
不在，涉事医生也不在。

经过一番交涉、等待，店长来到了现
场。店长姓杨，起初，她并不愿意接受采
访，和王东夫妻之间的对话言辞也十分激
烈。记者劝说：“大家都是爱猫人士，沟通
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经过一番思考，店长
对于此事进行了回应。

记者：为什么王东的名字会出现在
“黑名单”？

店长：到底是谁把她加入了“黑名
单”，我确实不知道，所有工作人员都有权
限对信息进行修改。

记者：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处理此事？
店长：我们承诺会在1个月进行健康

质保，肯定会做到。相信在这个事情之
后，大家也没什么接触了，他们（王东夫
妻）也不会继续选择我们。

记者：你如果是王东，被宠物医院拉
入“黑名单”会怎么想？

店长：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给公
司反映了，也不是不想解决。

……
最终，店长认为她作为门店负责人，

应对此事有所担当，愿意删除“黑名单”，
并代表宠物中心向王东进行书面道歉。
对此，王女士表示接受。

爱猫被宠物医院“洗白”

猫主反被“拉黑”

近日 ，
市 民 王 东

（化名）女士的名字出
现在一份“黑名单”上，将
其列入“黑名单”的是一

家宠物医院。王东和宠
物医院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宠物医院是否
有权这样做？作为消
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记者进
行了调查。

就此事，记者咨询了重庆志和智律师
事务所律师陈健康。他介绍，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消费者在购
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格尊
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享有个
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

同时根据民法典规定：名誉是对民事
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
价。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名誉权。民事主体可以依法查询自己的信
用评价；发现信用评价不当的，有权提出异
议并请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措施。信
用评价人应当及时核查，经核查属实的，应
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结合此事，商家将客户纳入“黑名单”
的行为，是对客户的一种社会评价；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人
格尊严得到尊重的权利，商家不实或者没
有根据将客户纳入“黑名单”的行为，是对

消费者人格尊严的不尊重，侵犯了消费者
的权益。

根据民法典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商
家的“黑名单”就是对民事主体的信用评价
体系，作为信用评价人建立信用评价体系
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以及生活习惯的规定，
商家的评价不实是对当事人名誉权的侵
犯，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文翰 摄
影报道

将客户纳入“黑名单”商家侵犯名誉权

▲王东夫妻上门讨要说法

◀王东出示和宠物医院签订的合同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13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2 4 9 9 2 +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30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0 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30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0 0 6 9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13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1 3 3 0 3 0 0 1 3 3 3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13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1 3 3 0 3 0 0 1 3 3 3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13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0 3+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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