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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超7成车有盗抢险，主动

加装防盗设备的仅1成

记者调查：

仅有13名车主表示

为被盗车辆安装有防盗设备，其中

8辆是购车时自带的电子防盗锁。

而主动加装防盗措施的仅有5例，

仅占总数的10%，且加装的设备中，

以兼具导航功能的GPS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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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防盗锁：

方向盘锁，闭锁后方向

盘不能转动，价格比较便宜；

排档锁

：闭锁时不能挂档，价格比较

便宜；

电子式防盗锁：

是目前在车辆中应

用最广的防盗锁之一。缺点：偷车贼可以

用接收器或扫描器盗取遥控器发出的无

线电波或红外线，再经过解码，就可以开

启汽车的防盗系统；

芯片式数码防盗器：

基本原理是锁

住汽车的马达、电路和油路，在没有芯

片钥匙的情况下无法启动车辆。优点：

数字化的密码重码率极低， 而且要用

密码钥匙接触车上的密码锁才能开

锁，杜绝了被扫描的弊病。缺点：价格

相对比较贵,芯片式数码防盗锁并不是

万无一失的， 也出现有人偷去复制将

车偷走的案例；

网络防盗：

网络防盗的工具为GPS

全球定位系统， 它主要靠锁定点火或起

动达到防盗的目的。GPS技术的应用，得

益于卫星监控中心对车辆的24小时不间

断、高精度的监控服务。

生物识别防盗锁：

主要是指纹锁。利

用每个人不同的指纹图形特征制成的一

种汽车门锁。 一般使用这种防盗系统的

都是中高档轿车，价格相对昂贵。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王圣

实习生 谢天 实习摄影记者 鲍泰良

最近两年来， 一个盗车团伙流窜于成

都各大高校内，专偷坝坝球场边的汽车，两

年来已发生了15起类似案件， 涉案金额高

达138万元。武侯警方经过追踪，共追回10

辆被盗车， 昨日在九眼桥好望角广场先行

发还了其中9辆。

刘先生昨日终于拿回了自己的车。

今年3月，刘先生在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打

完篮球后， 发现自己的帕萨特轿车不见

了。他报了警。陪同民警调取监控时，他

留意到视频上一名年轻男子。视频显示，

早在刘先生停车时， 那名高个男子就在

不远处观望，并一路尾随，趁他不注意

偷走钥匙。

这不是个案。今年4月和6月，一辆

马6汽车和一辆福克斯先后被盗。望江

派出所组织专案组调查， 发现两台车

都是司机在川大东区篮球场打坝坝球

时被盗的。同时，在双流、新都等多地

高校内， 还发生过10多起类似手法的

汽车盗窃案。

8月29日下午1时许， 民警在新都将

该盗车团伙嫌疑人廖某、张某、陈某相继

抓获，并发现被盗的马6轿车。

该团伙的操作手法是： 先物色对象，

跟踪开车来球场打坝坝球的司机，再由体

格高大的廖某加入一起打球，趁机摸走钥

匙，开走汽车。担心高档车会安装GPS，该

团伙只偷一、二十万的汽车，不偷高档汽

车。

警方共破获汽车被盗案15件， 追回

被盗车10辆。同时，将收赃嫌疑人余某、

张某、杜某抓获，三人已经因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被逮捕。目前，还有4名涉嫌收

赃的嫌疑人在逃。

失主周先生说， 他的车是去年在川大

被盗的。每次踢球时，他都是把钥匙、手机、

钱包随外套放在场边， 没有专人照看。“这

是个教训。” 周先生希望给其他人提个醒，

收拾好贵重物品。

“这是个难题。”昨日，一名办案民警表

示，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打球因为存在身体

对抗，身上不会揣钥匙等尖锐的东西，往往

只能放在球场边。如果没有专人保管这类物

品，球场边的隐患将长期存在。民警建议，贵

重物品一定要找专人看守，汽车也不要乱停

乱放，或可避免这类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摄影记者 程启凌

冬至将至 低温先至

昨日，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一次非

常明显的降温席卷全国，并带来了大规模

的雨雪天气。受此影响，昨日成都的最高

气温值也达到了入冬以来的最低水平。

昨日上午，冷风夹着小雨逼近蓉城，

寒冷如影随形，整个上午，气温都在5℃

左右，中午过后，雨停了，气温才缓缓升

至6℃左右，不过，升温依旧乏力，来自温

江国家基本气象站的监测数据显示，昨

日最高气温6.6℃。 而本周一时还是

13.6℃，前日气温略降也有9.1℃。 省专

业气象台工作人员表示， 昨日的最高气

温数值（温江站）是入冬以来最低的。

明日就是冬至， 寒冷似乎也显得实

至名归。四川省专业气象台预报，今日起

到23日，盆地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降3℃

到5℃。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成都市区天气预报

明日

阴天有零星小雨

3℃～7℃

偏北风

3

级

今日

阴天有小雨

3℃～8℃

偏北风

2～3

级

知假售假

判他赔偿70万元

出售假冒伪劣产品，让人愤恨。而这

位经销商则更过之： 代理某著名涂料品

牌，却也销售假冒该品牌的涂料，真的假

的一起卖，让人更是难辨真伪。日前，龙

泉驿法院让他付出了代价： 认为经销商

知假售假，属于恶意违约，判决该经销商

赔偿涂料公司70万元。

王勇是重庆潼南县的一名建筑商，

他与成都一家涂料公司先后签订了

2010、2011年度 《片区经营销售协议》，

成为该公司在潼南片区的经销商。 协议

约定，若王勇生产、进购或销售假冒该公

司的产品， 一经工商或其它相关部门查

实，无论数量及来源，王勇均应支付100

万违约金。

去年9月，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查

证，王勇在2010年3月多次从非法渠道购

进并销售假冒该公司的油漆1098桶，销

售金额为11万余元。 由于该公司在去年

10月至今年4月更换片区经销商期间无

销售收入，根据去年销售额计算，其利润

损失为47万余元。

王勇承认了售假这一事实， 不过他

认为， 双方约定的违约金100万元过高。

“仅销售了10万余元的假冒油漆， 获利

不过2万元。”王勇指出，他应承担的违

约金按1.3倍计算，也不应超过3万元，应

当予以调整。

龙泉驿法院认为， 该公司出于保护

其品牌的正当目的，与王勇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约定了100万元的违约金，该约定

合法有效。 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

则予以衡量， 对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调整

为70万元。 遂作出如上判决。

（文中当事

人系化名）

龙泉法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成都治安播报

从11月29日“岁末年初平安成都”行动开展以来，成都共计抓获盗抢

机动车嫌疑人31名，追回被盗抢机动车39台。

成都商报记者抽样调查50个被盗抢机动车车主。同时，从成都警方、汽

修厂了解目前成都车主及相关部门主要采取的防盗抢措施， 从车辆被盗时

间、地点、所做的防盗措施，结合专家分析，试图从这些方面，给市民提供一

个具有借鉴意义的防盗蓝本，绘制全面、详细的防盗抢机动车手册。

昨日，成都市公安局联合成都商报正式发布。

偷车贼守球场 专偷中档车

民警发现，车辆被盗有规律，某些场所成为高发地

成都市公安局联合成都商报调查 50被盗案例 结合专家意见

汽车防盗手册发布

最管用

数据：

88%的汽车系夜间被盗，

另有12%的汽车系下午被盗。

专家分析：

由于夜间“人车分

离”的时间较长，这一时段也成为

车辆被盗的高发时段。相比之下，上

午时段成为相对安全的时段。

数据 ：

74%的汽车被盗发生在

无人值守的路边， 车辆停在小区或

单位内被盗占14%，停车场（包括临

时占道停车场）和没专人看守的维

修厂或洗车场被盗案各占6%。

专家分析：

除了小区门外的道

路，餐厅、茶坊、市场、工地等区域门

口的道路， 也是路边停车被盗的易

发区域。这些区域的相似点在于，没

有专门车位，没有专人看守。小区或

单位内车辆被盗的， 多是进出口没

有电子打卡计时设备的地方。

■汽车防盗·时段

■汽车防盗·地点

■汽车防盗·防范

郫县安靖镇是盗抢机动车案件的多发

地，民警郑晖原来在安靖派出所，今年9月

调到犀浦派出所。对防盗抢机动车，郑晖从

担任社区民警起，就想尽各种办法，也见证

了防盗抢机动车“十八般武器”。从2009年

起，由于辖区盗车严重，因此郫县警方一度

大力提倡安装断油锁。仅在安靖镇，时任派

出所副所长的郑晖统计， 就陆续安装了上

百辆汽车，至今没有听说安装断油锁的汽车

被盗的案例。

价格不到百元，断油锁断了油，蟊贼怎

么倒腾也不行。不过，郑晖强调，安装断电锁

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要改装线路。由于改

装线路的低档车容易自燃，因此保险公司不

对此类车辆保险。特别是新车，车主购买了

盗抢险后，根本不愿意改装线路。

■汽车防盗·装备A

■汽车防盗·装备B

民警发还被盗车辆

郫县警方启用轮胎锁防盗

创意超想象“雪”中迎新年

圣诞元素无外乎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缤

纷彩灯、糖果和礼物，但国色天乡乐园今年的

圣诞狂欢活动却以爆米花为主题， 你能想象

吗？为了打造一个浪漫独特的圣诞狂欢夜，国

色天乡乐园在今年的圣诞，决意用“雪”为大

家奉献一场不一样的新年派对。

欢乐的音乐伴随着霓虹彩灯， 夜晚的国

色天乡弥漫着圣诞欢聚的气息。洁白的“雪

花”飞舞在空中，翩跹飘下，落在游人们的头

上、肩上，化在大家激动愉悦的笑容里。相爱

的人们为这浪漫的一刻倾心， 小孩子们早已

在“雪”中嬉戏欢闹，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融

入这份圣诞落雪的幸福中。欢乐的“雪”景不

仅营造出浪漫非凡的氛围，而且在“雪”中漫

步的游人都会闻到阵阵香甜的味道。 因为这

飘扬的“雪花”不是一般的人工雪粒，而是一

粒粒散发着谷物香味的爆米花。

这就是国色天乡在甜蜜圣诞用爆米花

带给大家的无限惊喜。 据园方工作人员介

绍，赏“雪”、玩“雪”，还能吃“雪”。圣诞

活动期间，乐园为游客准备了近一万份“黄

老五大礼包”， 在活动现场随机免费派送，

下一个幸运的人说不定就是你。

快乐爆爆蛋，爆出新年第一份惊喜

除了“雪”景，国色天乡乐园新年派对

的精彩远不止于此。知道爆爆蛋吗？如果不

知道， 那你就绝对不能错过这个见证惊喜

的时刻。新年活动期间，国色天乡打造了史

上超大爆爆蛋，至少6名成年人围成一圈才

能将爆爆蛋抱住！ 工作人员介绍说：“由于

爆爆蛋太大， 在制作的工作中工作人员基

本上都属于‘高空作业’了！”试想一下，在

12月24日、25日， 当这个硕大的爆爆蛋装满

爆米花， 然后从天炸开洒落味道香甜的爆

米花，那场面绝对让你hold不住啊！

超炫灯光秀 打造动感狂欢夜

“三天三夜，三更半夜……”12月24日、

25日、31日三天，音乐将是国色天乡乐园的

另一主题。集科技、灯光、音乐、舞美于一体

的精心搭配，让这里的房屋也能“K歌”。随

着音乐打起节拍，大家一起嗨起来！

流行乐队表演、魔术、情景舞蹈、歌舞

短剧、说唱、DJ领舞、钢管舞等精彩丰富的

演出，加上夜光花车巡游、科技动感互动体

验区、幸运大蛋糕……众多精彩，让你停不

下来。这个圣诞，想放松身心尽情狂欢，就

来国色天乡吧。

（李天啸）

上买够，买个够！冬天的水果并不多，

但买够网从各大原产地搜罗而来的苹果

梨、褚橙、冬草莓、龙眼等水果，已经让喜欢

水果的亲们吃过了瘾。今起，由基地直供买

够网的蒲江有机天草桔橙，将在400家指定

红旗连锁门店开始销售。大家只要到这些

门店，就能买到新鲜香甜的有机桔橙了。

喜欢吃橙子，却常因为橙皮难剥而苦

恼，用手剥，总伤了果肉又弄脏手，用刀

切，又损失汁液，有没有一种橙，可以像桔

子那样轻轻松松就能剥开皮？ 外表像橙

子，却不仅仅是橙子，天草桔橙具有甜橙

的口味，又像桔子一样容易剥皮，两种水

果的优势它都具备了， 它是桔子也是橙，

光滑亮丽的外表， 可以直接用手剥开，里

面露出的却是橙子的果肉，具有甜橙细嫩

多汁的口感，更富含维生素C、柠檬酸等多

种营养保健成分，在柑橘类果品中一直属

于一种高档高价的品种，深受人们喜爱。

今日起，买够网与四川陶然农业科技

公司蒲江生产基地联合推出天然有机的

天草桔橙直销，原价14元/斤，现仅需3.8元

/斤，市民可在市内400家指定红旗超市购

买现货尝鲜，具体门店地址可咨询买够网

客服热线。同时，蒲江有机天草桔橙种植

基地负责人承诺，所有桔橙的生长过程绿

色有机，不使用任何保果剂、防腐剂等，精

选最好的果实当日采摘运送，保证桔橙的

生态、安全和新鲜，让大家吃得美味，尝得

放心。12月中下旬正值桔橙成熟时， 果园

里黄澄澄的桔橙已经压弯了枝头，买够网

也将随即推出采摘券，邀请市民亲自前往

体验采摘的快乐，敬请关注。

买够网网址：

mygo.chengdu.cn

客

服热线：

028-86626666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图据买够网

喜欢摄影， 迷恋让美好的时

光在镜头下定格的感觉？ 这里为

作为摄影发烧友的你， 准备了一

场充满创意的摄影展， 不仅可以

听到权威专家的专业讲座， 欣赏

到众多精彩优秀的摄影作品，还

能与更多的摄影爱好者互动，交

流各自心得。 由中国移动四川有

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全球通VIP俱

乐部主办的“让时光闪光·我能”

———2012全球通VIP俱乐部摄影

嘉年华活动今日将在四川博物院

正式开幕， 百余幅摄影作品展览

将面向大众开放。

摄影展览、互动沙龙

多种活动等你参加

“让时光闪光·我能”摄影展分别在四

川博物院（12月20日-27日）以及东郊记忆

（12月29日、30日）两地举行，届时将展出

百余幅优秀作品， 让广大摄影发烧友们可

以欣赏到不同风格、同样精彩的佳作，分享

关于摄影的心得体会。

另外，此次摄影展活动将选用展览与讲

座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地满足广大爱好者的

需求。展览期间，将在四川博物院举行两场

摄影专业知识讲座，由两位摄影界权威人士

为爱好者进行摄影专业知识讲解，他们分别

是中国著名航空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田捷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李杰，他们

将为你讲解摄影技巧和摄影发展潮流。

摄影展期间， 还会有丰富的摄影沙龙

互动， 让你在轻松的气氛中受益匪浅。同

时， 讲座现场还将有索尼的专业维护人员

为俱乐部客户提供专业清洗、新款试用、相

机保养等配套服务。

积分兑换讲座入场券

颁奖仪式邀你共赏

摄影展现场，有众多别致有创意的设计

和造型， 将带给你充满震撼的视觉冲击力。

本次摄影展中， 参加摄影专业知识讲座的

人员需凭邀请函或入场券进场。此外，你也

可以通过积分兑换的方式入场， 如果你是

成都移动全球通客户，即日起，发送vipbm8

到10086， 扣减500积分即可换取田捷砚讲

座活动入场二维码一张 ； 发 vipbm9到

10086， 扣减500积分即可换取李杰讲座活

动入场二维码一张。一人一券，你也可以兑

换之后转发送给朋友们， 与他们一起到四

川博物院与专家交流互动， 听最权威的摄

影知识讲座。同时，讲座过程中还设有抽奖

环节，幸运的你不仅能收获专业知识，还能

带走丰厚礼品。

12月22日， 还将在四川博物院举行隆

重的颁奖仪式， 揭晓本次摄影展的获奖作

品， 届时将宣布一、二、三等奖的获奖者，

“让时光闪光·我能”———2012全球通VIP

俱乐部摄影嘉年华期待你的光临。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甜蜜派对有创意

国色天乡“造雪”带你迎新年

背着大大袋子的圣诞老

人， 在漫天雪花中乘着驯鹿雪

橇来派礼物， 漫步在银装素裹

的城市里，华灯初上，牵着爱人

孩子的手， 静静享受着雪中的

幸福甜蜜……印象中大多数关

于圣诞的美好畅想似乎都离不

开晶莹的雪花。 面对即将到来

的新年， 国色天乡乐园将于12

月24日、25日和31日在园区

内开展 “甜蜜圣诞Ⅲ·爆米花

STYLE”活动，用富有创意的

方式为成都市民带来一个有

“雪”的甜蜜狂欢圣诞。

Tips:24日、25日免费公交车线路安排

1

、甜蜜圣诞抵达专线

1

号线 ： 川师本部

--

川大望江

--

西南民

大

--

成都体院

--

西南财大（光华村）

--

国色天乡

2

号线：理工影视

--

川师成都学院

--

银杏

学院

--

西华大学

--

纺专

--

国色天乡

3

号线：西南交大（犀浦）

--

川外（犀浦）

--

电子科大 （国腾校区）

--

川大锦城

--

川农

--

国色天乡

4

号线：电子高专

--

托普学院

--

富士康西

北公寓

--

电子科大（清水河）

--

富士康顺江公

寓

--

川大锦城

--

川农

--

国色天乡

5

号线：川大江安

--

西南民大（航空港）

--

成都信息学院

--

四川警安学院

--

国色天乡

2

、温馨夜间返程路线

1

号线

国色天乡

--

西南财大（光华村）

--

成都体

院

--

西南民大

--

川大望江

--

川师本部

发车时间：

23:30

、

00:30

2

号线

国色天乡

--

纺专

--

西华大学

--

银杏学

院

--

川师成都学院

--

理工影视

发车时间：

23:50

、

00:30

3

号线

国色天乡

--

川农大（温江校区）

--

川大锦

城

--

电子科大（国腾校区）

--

川外（犀浦）

--

西

南交大（犀浦）

发车时间：

23:30

、

00:30

4

号线

囯色天乡

--

川农大（温江校区）

--

川大锦

城

--

电子科大 （清水河）

--

托普学院

--

电子

高专

发车时间：

00:30

5

号线

国色天乡

--

四川警安学院

--

成都信息工

程学院

--

西南民大（航空港）

--

川大江安

发车时间：

00:30

6

号线

国色天乡乐园

--

金沙车站

发车时间：

23

：

10

、

23

：

50

、

00:30

活动详情咨询：

圣诞专线：

028-82611222

订票热线：

028-82610980

关注

@

囯色天乡乐园 新浪、腾讯微博，了

解更多！

“让时光闪光·我能”大型摄影展今日启动

作为像索尼全画幅单电相机

a99

这类

的高端旗舰相机， 机身大多采用铝镁合金

材料，由于我们长时间握机，难免会在机身

上留下油渍、手汗和手印，有碍美观，所以

对机身表面进行清洁非常重要。

对于合金材料的外壳 ， 擦拭的时候

尤其要小心 。很多相机厂商为了美观 ，往

往会将外壳进行镜面处理 ， 虽然看起来

非常高贵 ，但表面容易留下划痕 ，所以千

万不能使用纸巾 ， 一定要使用超细纤维

的软布 。不过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

擦拭过机身的软布由于已经被污染 ，有

的甚至沾染上油渍 ， 因此千万不能擦拭

镜头。

分享 ：索尼全画幅单电相机a99机身保养提示：

像桔像橙又香又甜

快到红旗连锁尝鲜天草桔橙

买够网特供蒲江天草桔橙仅售3.8元/斤，

400家红旗超市今起现货发售

2010

年摄影嘉年华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