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何购买 “黑反光条”，

大量货车司机承认是图便宜，

更有司机坦言：“我的车大，遭

追尾，反正我又不会有事。”

到底能便宜多少？一张正

品反光条的价格在2.5元以

上，一辆普通的小型货车需要

贴40张左右， 总价约100元。

而如果购买价格仅为1元/张的

仿品，只需要花费40元，省下

60元。 大型货车需要张贴80

张左右，能节约120元。

而交警介绍， 载货汽车、

挂车未按照规定粘贴车身反

光标识的，交警将依法予以罚

款200元的处罚。

部分工作人员

未使用专业仪器检测

18日上午10时许，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成都

商报记者来到北新检测站。半小时内，11辆货车全

部顺利通过了外检。经专业人员现场见证，这11辆

货车为合格反光条。记者注意到，检测人员没有使

用专业仪器对反光标识进行检测。 在新都区兴诚

检测站，检测人员也没有使用专业仪器。在现场半

小时内通过的6辆货车中，专业人员通过仪器检测

后，对两辆货车的反光条真伪提出异议。

在双流县双安检测站， 外检人员也没有采用

专业仪器。对于一些反光标识已明显褪色的货车，

工作人员会要求其进行更换。 而一名穿制服的工

作人员指着一辆货车上已褪色的反光条， 告诉司

机这是不合格的，并将其往外带。带到门口时，司

机就将车开往正对面的“姐妹服务中心”。见成都

商报记者上前， 这名工作人员说：“如果你也需

要。我跟他们（商家）拿，价格要低一些……要是

检不过，你来找我。”

货车司机在“姐妹服务中心”购买的反光条，

4元/张的价格远高于2.5元的正品市面价，整车总

共花费300多元。果不其然，他的货车顺利过了外

检。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观察，在一个小时内，这

名工作人员，还“指引”了另外一辆反光条明显褪

色的货车司机，到“姐妹服务中心”更换反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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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定，以上发生夜间追尾的货车，均存在反光标识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为了防止夜间追尾，货车的侧面和尾部都应

依法粘贴红白相间的反光条。但是大量司机为了节约费用，购买粘贴假反光条。而这些“黑反光条”，最终频频引发致命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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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售先火

打爆电话 上千用户想预订

“可不可以电话里预定？ ”“199元买大屏 3G智

能手机有没有门槛？ ”“一个人能买几部？ ”……就在

“人人一部好手机”的惠民工程启动前两天内，尼彩

手机服务热线（028-6853�8299）20组分线共接到上

千个咨询电话，其中有老用户打过来的，也有新用户

想咨询配置，更多用户想通过电话进行预订。通过尼

彩对热心消费者集中关注问题再次进行统一解答。

活动头天，在总店、八宝街店、牛市口店，到现

场来预订的用户络绎不绝。 仅 18 日下午在总店进

行预订的用户就达 200 多位；在八宝街店，预订的

用户挤满了整个场面，严重影响到正常营业。

尼彩作为全国首个采用工厂直营模式的民族

手机品牌，目前在全国拥有 5000 家工厂店，累积服

务过千万尼彩用户。 此次“千元大屏 3G 智能手机

只要 199 元”感恩回馈之举面对新老用户，不用换

号、 不签约、 不捆绑话费。 硬件配置为 1G 高速

CPU、4.0 寸高清大屏、 支持 WIFI 上网和 GPS 定

位、双卡双待，采用最新安卓操作系统，全面支持

30万款免费软件和游戏，是一部纯正的 3G 智能手

机！信心来源于实力，尼彩手机一直倡导用户，先比

较再购买，先体验真机再购买，看做工比硬件，放心

购买安心使用。

“幸亏进来看了一眼，假如错过这么大的实惠

简直是太可惜了!”路过牛市口的杨大哥也预订了 3

台。

现场直击

挤翻柜台只为抢部尼彩

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真诚的、实在的、超值的

感恩回馈自然会传遍大街小巷！

虽然尼彩对于此次惠民工程有精心细致的准

备，但中秋这三天火爆得让尼彩店员自己都“惊呆”

了。放假期间，时断时续的小雨并没有影响大家抢购

手机的热情。 有老用户来了，有新用户专程从龙泉、

双流赶过来体验新机，有全家出动，有朋友之间三五

成群来的，也有一个用户一次抱走 12台的……

看人群，有上班族、学生、白领、手机达人，甚至

是全职太太和许多老人也来了，店内挤满了“抢”手

机的人，店外很多路人都堵在了门口看热闹。 笔者

在现场发现，在这两天的购机人群中，大多用户是

自己换机，也有一部分消费者是把买手机作为礼物

送给家人或朋友。

家在府南小区的薛大哥说：“真不愧为智能手

机，一点一划就搞定所有操作，功能更强大，还可以

订餐，查违章，就像小电脑一样。 ”

“没想到这么多人，看来还是来晚了，确实，199的

价格‘杀伤力’还是很大。 我前几天在其他店子看过，

至少都要七八百，还是些没听过的牌子。 我帮隔壁的

张姐也带一台回去。 ”三洞桥的刘姐是位热心人。

在忠烈祠西街尼彩总店， 上午 3小时抢光 568

台；八宝街路，消费者挤翻柜台只为抢走样机；双林

店，排队抢购人群胜过开业，因人太多，不得不中断

营业半小时；面对如此火爆的抢购现场，为缓解门

店压力，节日期间办公室人员一律不休息，全部到

店面支持，仅牛市口店就调了 4 位以应对如潮的抢

购人群。

用户直言

如此优惠太震撼了！

了解尼彩的用户都知道，因其独一无二的经营

方式，尼彩从来不按牌理出牌，不断刷新国产手机

价格新低，屡屡创造销量奇迹。

“刚看到他们的宣传时还不相信，一百来块钱

怎么能买智能机， 这个价格普通手机都买不到，以

为是骗人的，来店里咨询了一下，竟然是真的！ ”家

住东光小区的董女士是第一次接触尼彩。

“这手机卖 199 元，太划算了，我也在别的地方

看过好几次，配置一样，最少都得六七百，尼彩确实

实惠。 身边好多朋友都在用尼彩，质量放心。 ”

“199元，是买起不纠结，掉了不可惜，这种优惠

太震撼了，再不来买，错过这次机会恐怕就没得下

次了。 ”小胡想换部智能手机，都“瞄”了大半年，东

比比西看看，这次终于下手了。

一次买了六台的崔阿姨说：“前几天在报纸上

看到这个消息，昨天就想过来，因为昨下午要和姐

妹们一起在河边广场排舞，所以只有今天，她们听

说有这么‘相因’的手机，都要请我带，都知道尼彩

是牌子货，质量放心。 ”

“我就是喜欢智能手机的两个功能，一个是扫

一扫比价格，上超市方便，另外一个是安个软件接

无线网络真可以免费打电话，199 元， 有时一个月

省的话费都不止这点钱！ ”周先生说道 。

还有的顾客原来用的是老掉牙的功能机或 2G

手机，虽然早就想换 3G 手机了，但又不想换号，也

不想签约套餐，觉得麻烦，现在到尼彩手机工厂店

换手机太撇脱了， 来了直接掏 199元， 就能 2G 升

3G，又实惠又方便。

尼彩移动联手钜献

“人人一部好手机”

惠民工程受追捧

市区店：

■ 沃尔玛店：交大路 153号（沃尔玛旁 50米）

■ 青龙场店：青龙场西林路 340号

■ 五块石店：五块石站北路 90号

■ 营门口店：营门口路 198号（国美电器旁 10米）

■ 八里店：成华区新风路 202号

■ 二仙桥店：二仙桥北路 31号附 195

■ 琉璃场店：东方阳光经天路 4号附 18号

■ 石羊场店：新南小区二期 仁和街 171号

■ 中和店：中和成仁路新下街 207号

■ 文家场店：文家场文兴南路 23号

■ 机投店：机投正街 22号（镇政府大门斜对面）

■ 金花店： 金兴中路 284号

■ 簇桥店：簇桥福锦路二段 301号

■ 红牌楼店：二环路红牌楼十字路口佳灵路

■ 高升桥店：一环路南四段 15号附 24号

■ 建设北路店：建设北路三段 211号

■ 电视塔店：双林路 348号附 34号

■ 建设南新路店：建设南新路 81号附 1号

■ 武侯祠店：武侯祠大街 4号附 26号

■ 顺江小区店：顺江小区清源环街 440号

■ 槐树店：槐树店路 40号附 94号

■ 高攀路店：高攀路教师苑 11号附 14号

■ 金牛万达店：一环路北三段 93号

■ 西门车站店：一环路西三段 229号

■ 解放路：解放路北 1段 126号附 11号

■ 东光店：东光小区东光街 16号附 6号

郊县店：

■ 双流： 东升镇三强南路一段 31－33号

棠湖东路 1段 35号

华阳镇中兴上街 1号

华阳大道 2段 71号（府河公寓对面）

蛟龙港商场路 60号（管委会后面）

■ 温江：文化路 100号（温江公园正大门对面）

天府镇天府西段 93号

永宁镇永福街 65号

■ 郫县：郫县东大街 37号（电影院旁）

红光镇红光广场路 125号

安靖镇金河街 55号（原摩尔阳光对面）

唐昌镇西正街 131号

安德镇安平路 2号

花园镇南街 21号

■ 龙泉：龙泉驿区驿都东路 107号（邮局旁边）

龙泉驿区航天夜市万源路 312号

洪河镇惠王陵东路 49号（半边街东）

■ 新都：电子路 399号（大件路口龙抬头网吧旁）

新中路 138号四合居内

龙桥镇龙腾大道 443号（龙腾夜市北 100米）

新繁镇金龙街 65－67号

■ 崇州：崇州市金带街 343号

■青白江：教育街 230号附 52号（清江馨苑后门）

■ 彭州：彭州市天彭镇金彭西路 49号

彭州市天府中街十一号 国贸商城一楼

■ 邛崃：南街 310号（文脉巷右侧）

平乐古镇迎宾路 209号（镇政府对面）

固驿镇建设街 15号

西来古镇藕花街 62号

■ 金堂：新建路中学斜对面 118号

■ 新津：新津五津北路 79号

■ 大邑：围城南路东段 209号农业银行旁

天主堂街 125号（老南街中学对面）一号店

■蒲江：蒲江西街 98号（大药房对面）

地州店：

■ 资阳：雁江区建设南路一段 26号（全友家私旁）

■ 绵阳：富乐路 5-17号（富乐路站公交站牌旁）

■ 德阳：旌阳区南街南华春天 C-2-3

广汉：广汉市下南街 82号

■ 南充：顺庆区人民北路 92号（新华饭店旁）

■ 达州：老车坝新世纪广场商业步行街中段

■ 乐山：人民南路 413-415号

■泸州：新马路 189号（宝来桥妇幼保健院斜对面）

■ 攀枝花：阳光大梯道新知图书馆内

■ 西昌：西昌市名店街二楼（两岸咖啡对面）

■ 宜宾：宜宾市慈善路 24号

■ 内江：大西街 23号，沱江剧院旁

■自贡：檀木林街 100号附 1号（檀木林小学对面）

■ 巴中：5号桥头（气象局斜上方）

■ 广安：广安市广门路 369号

■遂宁：东南角十字路口 18号（红十字医院斜对面）

■甘孜州：康定县西大街 21号

四川总店： 忠烈祠西街 32-34号（太升南路赛格广场西南侧，邮政储蓄银行旁） 八宝街店 ： 青羊区八宝街 140号（西大街八宝街交汇处十字路口，新城市广场斜对面）

牛市口店： 大田坎街 15号附 1号（摩根中心斜对面） 双林店 ： 双林中横路 32号（双林中横路站台后，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中间）

便民送货电话：

4007-969-969����028-6853��8299

尼彩科技集团荣誉出品

●

影视明星王宝强倾情代言

●

不换号、不签约、不捆绑话费

●

移动高额补贴机型 4.5寸双核、5寸四核大屏 3G智能新机A3、A45、A700疯抢中

来了，来了，终于来了！

千元智能机，现在卖百元！

风靡全国、店店火爆、人人受益的“人人

一部好手机”惠民工程于 9 月 19 日正式登

陆蓉城。“千元大屏 3G 智能手机只要 199

元”的惠民回馈，是由尼彩和中国移动联合

发起，无论北京、沈阳、广州、还是成都，深

受广大消费者追捧。 此惠民工程作为尼彩

手机的感恩回馈之举， 也让全川尼彩手机

工厂店全面火爆！（活动详情请参照店内海报）

特大喜讯

太火爆了！“百元智能机”在川遭疯抢

“百元智能机”惠民工程在各地遭疯狂追捧

致命的

“黑反光条

致命的“黑反光条”

反光标识不反光 货车变“祸车”

黑暗中本应亮起的一道光，却如此暗淡

高速夜间追尾

货车通病：反光标识不达标

近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省交警总队高

速公路支队获悉，今年上半年，各类高速事

故形态中，排名前五位分别是：1.运动车辆

相撞（主要是尾随相撞）；2.碰撞静止车；3.

碰撞固定物；4.翻车；5.碰撞行人。

以追尾为主的运动车辆相撞， 以高达

60%的比例名列榜首。 根据2007年全国道

路交通事故统计， 高速公路53%的死亡事

故因尾随相撞事故导致。

“反光标识不达标，已成为夜间追尾

事故涉案货车的通病， 是夜间追尾事故

的重要原因之一。”高速交警透露，经过

事故车辆鉴定， 涉及货车的夜间追尾事

故中，“大部分的货车反光标识都不符合

要求”。

200辆货车

116辆不反光或效果差

9月17日夜间10时许， 成都商报记者

对成都周边的成绵、成南、成渝、成雅等4

条主要高速公路进行了调查。以高速公路

沿途具备良好反光性能的标牌为参考，选

择200米间距 （也是高速公路行车的安全

间距）， 在静止点位对行驶中的货车进行

蹲点调查。

成渝高速上，一辆厢式货车飞奔而过，

能看到车尾粘贴了一圈反光条， 但当车行

至200米左右时，发出亮光的却只有最顶部

的两条，根本看不清整个车身轮廓。在统计

的200辆货车中，反光较好（在200米外仍

能被清晰看到反光标识轮廓） 的有84辆，

反光较差（仅隐约可见）的49辆，几乎不反

光的67辆。也就是说，反光较好的所占比例

约为42%，而其余近6成的货车反光较差甚

至几乎不反光。

通过近端观察，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在反光较差和几乎不反光的货车中， 除部

分车辆反光标识残缺或被污损外， 绝大多

数货车都贴有较完整的反光标识，但在200

米开外， 这些反光条没有发挥到反光提示

的作用。

暗访12家商铺卖假

检测站门口尤为严重

18日， 成都商报记者暗访了新都天旭

汽配城、簇桥三九大车配件市场以及富森·

美家居汽配MALL等3家车辆检测站门外

等共计12家销售门店。

“看反光条哇，你要不要审车？”9月18

日上午， 新都天旭汽配城洪发五金工具经

营部的老板如此招呼客人。老板说，不同检

测站对反光条的把关尺度不一样， 在北新

检测站和犀浦，正规产品才能过，有的地方

1元/张的高仿也能过，“我要看你在哪里

审，再决定给你拿哪种。”

在簇桥三九大车配件市场， 得知顾客

要在双流审车时， 老板拿出了1.5元/张的

标识贴，“不可能是资格的， 但肯定能过，

过不了你来找我。”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在汽配市场，一

张号称资格的反光条的单价在2.5元以

上， 而仿品的单价最低可达到1元左右。

而在检测站门外，单价往往被喊到4元甚

至6元。（成都商报记者通过实验发现，

这些4-6元的反光贴，不仅不达标，反光

效果甚至低于汽配城里价格1-1.5元的反

光条。）

■“黑反光条”现象有多严重？

■“黑反光条”来自哪里？

■“黑反光条”如何通过检测？

嘴唇除毛被烧伤

结果竟是“歪”美容院

32岁的市民罗女士两年前在位于温

江区的一家美容院， 花3000元做了激光

祛除唇边毛，没想到不但没有变美，反而

留下了十分明显的烫伤疤痕。两年来，罗

女士不断要求美容院对她进行后续治疗

和赔偿，负责人却一直避而不见。

医生表示， 罗女士的唇部四周已被

烧伤， 要修复的话只能花十几万元做植

皮。“我是做零售工作的，一直很注重形

象，但现在等于是毁容了，我自卑得平时

门都不敢出。 前几天还有个小孩指着我

说：‘阿姨你好丑哦。’我的心里啊，就像

刀割一样，”罗女士哽咽着说。

昨天下午， 温江卫生局执法大队工

作人员来到这家“宏源美容会所”进行

调查， 发现这家美容院不但没有取得医

疗美容资格， 甚至连美容师都没有办理

任何资格证明， 面临卫生部门的行政处

罚。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双流县双安检测站，门外一商家正在帮车主贴反光条

201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机动车运行安

全技术条件》， 对货车按要求粘贴反光条早有

明文规定。

按照规定， 半挂牵引车应在驾驶室后部

上方设置能体现驾驶室的宽度和高度的车身

反光标识，其他货车、货车底盘改装的专业作

业车和挂车 （设置有符合规定的车辆尾部标

识板的除外）应在后部设置车身反光标识。后

部的车身反光标识应能够体现机动车后部的

高度和宽度， 对厢式货车和挂车应能体现货

厢轮廓。

所有货车（半挂牵引车除外）、货车底盘

改装的专业作业车和挂车应在侧面设置车身

反光标识。 侧面的车身反光标识长度应≥车

长的50%，对三轮汽车应≥1.2m，对侧面车身

结构无连续平面的专项作业车应≥车长的

30%，对货厢长度不足车长50%的货车应为货

厢长度。

交警介绍，载货汽车、挂车未按照规定粘贴

车身反光标识的，交警将依法予以罚款200元的

处罚。而在具体事故责任划分中，按照导致事故

发生的原因主次，往往后车会承担主要责任，但

前车如存在反光标识不达标， 也为作为事故因

素之一纳入考量。

货车粘贴反光条 早有规定

新 闻 链 接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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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时， 三种反光标识

的效果，左为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