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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申通快递营业部现“暴力分拣”，回应称已停止乱抛包裹

哥，别让我买的杯子变“杯具”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实习生 向雨濛

摄影记者 鲍泰良

昨日，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成都荣辉

天天渔港（简称天天渔港）销售假茅台等名

酒案公开宣判， 判决天天渔港分别赔偿贵州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

公司、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50万

元、10万元、8万元，并在报纸上刊登声明以消

除影响。

去年7月3日， 成都高新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对被告的经营场所进行调查， 现场扣押其

正在销售的贵州茅台酒共1120瓶、 五粮液酒

24瓶、国窖1573酒7瓶。之后受工商局委托，上

述三原告对涉案白酒进行鉴定， 结论均为假

冒产品。

8月，上述三原告分别起诉至法院，认为

被告餐饮公司的行为侵害了原告方的注册商

标专用权，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分别为100万

元、50万元、50万元， 并在成都商报上刊登致

歉声明，以消除影响。

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方销售的被控侵

权商品使用了三原告同款商品的包装装

潢，普通消费者无法予以区分。其以茅台酒

首瓶1180元，次瓶388元的价格在其经营场

所销售， 批发商未能提供销售授权书等合

法手续。法院考虑涉案侵权产品数量巨大，

被告公司经营规模、 模式及侵权行为的性

质、后果、商标的声誉等因素，据此作出上

述判决。

另据介绍， 给天天渔港假酒供货的供货

商陈晶，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被批捕，

目前案件仍在侦办中。

王鑫 陈知韬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视频

包裹直接抛到几米外的空地

这段视频是市民叶先生拍摄的。叶先生

说，前日上午，他在武侯区长益东三路看到，

申通快递高朋营业部的员工，在分拣包裹的

过程中，将包裹随意乱抛，暴力分拣。

叶先生拍下了这一幕，并将视频上传至

网络。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看到，这段视

频共33秒。视频中，一辆货车停在快递营业

部旁的路边，几名快递员正在从车上将包裹

卸下。视频显示，卸货的员工，不停地将货车

上卸下的包裹， 直接扔到几米外的空地上，

这块空地是包裹的堆放处。

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些包裹被抛到两米

多高的空中，再落在包裹堆放处。“这个样子

处理包裹，包裹全部整烂完了。”叶先生说。

这段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关注。多名网友

在看过视频后发表评论称， 这种 “暴力分

拣”包裹的行为必须得到遏制。网友“唐唐

TXJ”说，“太要不得了，难怪我买的杯子变

成了‘杯具’。”另一名网友则评论说：“难

怪我快递的衣服，两层口袋包装都破了。”

回应

抛的包裹非易碎品，已停止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该快

递营业部。该营业部负责人王先生说，他

已经看过那段视频， 并表示，“确实有这

个事情。”

王先生说，之所以会出现将包裹抛到

几米外地上的情况，是因为运送包裹的货

车只能停在路边，而包裹卸下来后应该堆

放在营业部门口， 路边距离营业部门口，

尚有几米的距离。“包裹多的时候， 搞不

赢，就这样扔过来了。”

但王先生强调， 这些被抛过来的包

裹， 并没有损坏。“包裹里都是些衣物等

不易碎的物品，不会被摔坏。如果是易碎

品，我们会进行特别标记，并在装卸的过

程中，小心轻放。”

在看过网络上的视频后， 王先生说，

目前，营业部已经停止了这种包裹分拣方

式。“我们把堆包裹的地方，改在了路边的

街沿上，这样，从货车上卸下来的货就可

以直接放在旁边，不会再抛很远了。”

分析

“暴力分拣”为何屡屡发生？

近年来，随着电商行业的兴起，暴力分拣

似乎从未淡出过人们的视野。2010年， 名为

《申通快递暴力分拣物品现场》的视频就在网

上被曝光，之后，多家快递公司被媒体曝出，存

有暴力分拣的现象。对此，国内首个快递市场

管理办法———《广东省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去

年7月1日起施行，明确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如

发生野蛮操作导致快件损坏的，可责令其改正

并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为何暴力分拣的现象屡屡发生，成都商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成都市物流协会秘书长何磊。

何磊认为， 近年来， 快递公司非常重视杜绝

“暴力分拣”的现象，并多次专门就此召开会

议，但一些“暴力分拣”的情况仍然存在。何磊

认为，一个原因是在某些电商货物发货高峰期

（如“双11”），快递公司为增加快递处理量，

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采取这种行为；另一方

面，部分快递公司营业部是加盟商，对快递员

的业务培训不够，导致部分快递员业务素质低

下，出现“暴力分拣”情况。

“原告打赢了官司，法院冻结被告方

财产，为什么却把原告财产冻结了？”退休

职工、 龙泉驿区星光小区业委会副主任熊

少先没有想到， 自己作为诉讼原告方委托

代理人赢得了官司， 自己和其他业主名下

的7套商铺却被作为被告财产冻结了。

星光小区位于龙泉驿区天生路205号，

被卷入这场漩涡的7套商铺，就在小区门口

左侧的22栋底层。 熊少先向成都商报记者

介绍了事情的来龙去脉：2004年，星光电工

总厂对位于星光小区22栋底层的7个铺面

进行拍卖，熊少先和另外5位竞拍者拍得这

7间商铺，并先后获得了商铺的房产证和国

土证。

去年上半年， 因为星光公司一直未将

维修资金交付入账， 星光小区业委会将该

公司告上法庭。去年8月12日，法院作出判

决———被告方应于判决生效10日内向原告

方移交物业维修资金236500元及近10年来

的利息。由于星光公司没能移交维修资金，

今年2月24日，龙泉驿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

公司资产进行冻结。 令人意外的情况发生

了， 熊少先和其余5位业主的底层商铺，被

作为星光公司的资产进行了 “限制登记”

处理。 而业主们从龙泉驿区房产档案管理

中心获得的房屋信息中得知， 商铺竟然在

2013年1月21日， 被星光公司进行了 “补

证”登记。

对于这一“补证”行为，业主们认为，

星光公司是故意为之。熊少先算了一笔账，

当初他以8万余元的单价买下的铺面，如今

市场价格已超过30万元。“7个铺面， 就是

200多万元，他们就是想据为己有。”对此，

星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黄玲则回应，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们绝对没有故意要

侵占谁的房产。”对于这7套商铺的产权，黄

玲说，她是在2012年接手该公司的，对此前

的情况并不清楚。“我们查了公司名下有这

些房产，房产证又不在我们手上，所以合理

合法地登报遗失，并补办了房产证。”

为何在业主有合法房产证和国土证的

情况下，物业公司却能成功“补证”呢？龙

泉驿区房管局副局长吴震表示， 这一情况

系房管系统信息登记错误所致。“原来是

一栋房子一张房产证。”吴震介绍，在2004

年这7套商铺卖出后， 原本应该已经分户。

“当年的房产证都是手工的， 目前的数字

房产证是2012年开始的。 老系统转换新系

统，有些信息没有正确关联。”目前，龙泉

驿区房管局迅速积极进行处理， 已经告知

双方律师，并向法院发函衔接。“被错误冻

结的房产将很快解冻。”吴震说。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包裹被抛到两

米多高， 落在数米

外的空地上……前

日， 一段在网上流

传的视频显示，申

通快递高朋营业

部在分拣包裹时，

存在暴力分拣情

况。对此，该营业

部负责人王先生

承认，视频属实，但

“暴力分拣” 的快

递包裹都是衣物

等不易损坏的物

品，没有造成物品

损坏。目前，该营业

部已改变这种分拣

方式。

天天渔港卖假名酒 被判赔68万

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分获经济损失赔偿50万、10万、8万

业委会告赢物管公司

冻结被告财产

却扣了原告商铺

视频显示

营业部回应

小

贴

士

物品如被损毁

快递公司将赔偿

《快递服务国家标准2012版》对分拣包

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该标准规定对包裹应

文明分拣：“不应野蛮操作， 快件分拣脱手

时，离摆放快件的接触面之间的距离，不应超

过30厘米，易碎件不应超过10厘米。”

该标准也对快递物品的赔偿，做出了规

定。“在寄递过程中，发生延误、丢失、损毁、

内件不符时，快递服务组织应予以赔偿。”

在具体的赔偿方案上，该标准也做出了

规定：如果快件发生损毁，应先考虑是完全损

毁 （指快件价值完全丧失） 还是部分损毁

（指快件价值部分丧失）。若情况属于完全损

毁，则赔偿可按照“快件丢失”来执行，应免

除本次服务费用（不含保价等附加费用），对

于购买了保价的快件，快递服务组织按照被

保价金额进行赔偿，对于没有购买保价的快

件，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

定，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

收取资费的三倍。造成用户其他损失的，按照

相关民事法律法规赔偿。

左 图 为 视

频显示，几

名 快 递 员

正 在 乱 抛

包裹。

右 图 为 申

通 快 递 高

朋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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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单体啤酒篷房

本月搭建 下月等你来嗨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来啦，线上订票、摄影大赛启动

5月22日至6月7日，“慕尼黑啤酒节———成

都之旅”将在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举

行，节期共17天。目前，啤酒节场地改造工作已经

初步完成，大篷的基本架构耗材正从北京运往成

都啤酒节现场，预计4月28日，用于大篷搭建的第

一批工程建材将抵达成都，世界第一大单体篷房

将在“五一”前夕正式开始搭建。

场地改造

提供清洁用水保证供电稳定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的场地改造

工作较为复杂，主要涉及上下水处理改造、电力

改造、公共照明改造安装、场地地面改造等方面。

上下水的改造涉及自来水管道安装、地下排水沟

的设计与施工，改造后将为厨房、酒台提供安全

清洁的用水；电力改造后将连接市电系统，保证

啤酒节期间供电稳定；公共照明的改造将使得啤

酒节现场照明无死角。场地改造方面最大的难度

主要集中在场地地面改造工作上，组委会为此投

入大量物力与财力。“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

旅”的举办地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世

纪舞广场，表面有大量覆盖着玻璃的灯槽，单个

玻璃面积可达1200平方厘米，为方便施工，组委

会决定将灯槽上方的玻璃全部拆卸，改造成大理

石地面。据悉，改造总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目前

场地的全部改造工作已经初步完成。

最大篷房

可同时容纳13000人畅饮狂欢

首届“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啤酒大

篷单体面积11000多平方米， 开创了世界啤酒节

大篷面积之最，刷新了2013年世界最大单体啤酒

篷房建筑的纪录， 大篷内可同时容纳13000人同

场畅饮狂欢。

此外， 啤酒大篷外设有啤酒花园休闲小区、

小型游艺区和啤酒文化展示区。其中，慕尼黑啤

酒花园休闲区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能够满足

啤酒爱好者们户外聚饮的需求，纪念品及游艺展

示区设立多个摊位，展销啤酒节纪念品、巴伐利

亚特色商品及成都本地特产。

随着啤酒节筹备工作的推进，摄影大赛活动

也拉开帷幕，组委会在官方网站上设立了摄影大

赛专区，供摄影爱好者上传摄影作品，素材采集

从筹备期开始，记录啤酒节从搭建到开幕的整个

过程。广大摄影爱好者可登录官方网站摄影大赛

专区了解详情。

成都商报记者 余兰 王可然

线上线下

均可订票

“慕尼黑啤酒节———

成都之旅” 已于4月20日

开通网上订票服务。 消费

者 可 登 录 http://cd.

123ganbei.com/， 进 入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

之旅” 官方网站预订门

票。订票系统操作简单，消

费者进入网站后根据提示

即可轻松完成订票。

消费者除了可在官网

订票， 组委会还将开设线

下售票点。 线下售票点设

在青羊区光华大道二段

601号的国际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园办公室， 消费

者可直接上门购票。此外，

组委会还将特别开辟团队

订票渠道， 详情可拨打网

站订票专线， 也可拨打咨

询电话： 18042633126

、

15680878830

、

13808229942。

是高手， 你就来挑战！ 只要你喜欢旅

游、 喜欢分享游记、 去过鲜为人知的目的

地、吃过让你赞不绝口的美食、看过一辈子

都忘不了的绝色美景、 拍过小伙伴们都觉

得震撼的高大上旅游照，或者你正在计划一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好吃的、好看的、好玩

的，玩乐不设限！赶紧叫上小伙伴们来参加

吧，一大波奖品正在逼近！

另据了解，华润雪花啤酒此次还携手大

成网， 特邀资深旅人提供私家玩乐基础攻

略，并联合行业编辑、旅行达人以及大众网

友共同来对众多线路的玩乐攻略进行完善！

待到活动后期，雪花啤酒将精选其中十余条

优质线路，将其完整的旅行攻略制成可下载

打印折叠的“雪花自然之美玩乐小册子”作

为《路书》，提供给更多的旅游爱好者。活动

期间，“雪花欢乐四川” 的官方微信也将不

定期举办各类互动游戏，包括“签到有奖”、

“砸金蛋”等精彩活动。同时，会有各种专

题，介绍关于攻略制作的技巧、心得，也会把

网友上传的优秀攻略和精彩线报及时与大

伙分享。请扫描上图的二维码，关注“雪花

欢乐四川”的官方微信，更多惊喜在等着

你哦！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雪花啤酒2014“自然之美”

旅游攻略大征集启动

2013年3月，崇州农民李彬红自费拍摄微

电影《做自然的我》宣传家乡美景，引发了众

多网友对“家乡美”网络新话题的讨论和关

注，掀起一阵“学自然哥，晒家乡景”的热潮。

随即，华润雪花啤酒联手成都商报，并联合四

川省旅游协会共同主办“我心中最美家乡

景———雪花自然之美， 十亿瓶标大征集”的

活动。与此同时，华润雪花啤酒四川公司借机

推出“川景啤酒计划”，将十余四川景区印上

雪花啤酒的瓶标，发掘“锁在深闺无人识”的

四川特色美景，助力四川旅游的发展。

去年4月22日，印上四川美景的雪花自

然之美啤酒正式亮相。精选名品酒花、麦芽

酿制，酒体纯正爽滑，最大限度保留了自然

纯正的啤酒风味， 饮后清新自然的口感让

人唇齿留香。 依托华润雪花啤酒的销售网

络，雪花自然之美走入千家万户，全面展示

四川秀美的风景。

十余景区图案变雪花啤酒瓶标

2014年， 华润雪花啤酒再度出击，将

自然之美活动的重点锁定在自然之旅大

发现上。据了解，“雪花自然之美，开启快

乐之旅” 活动将辐射7大区域8条特色玩

乐路线！涵盖自然之美12个瓶标取景地！

囊括全川近百处优质景点！目前，线路征

集已全面展开， 喜欢吃喝玩乐的朋友们

只要登录 “雪花自然之美开启快乐之

旅” 旅游攻略征集活动专题页面（http:

//zrzm.sccrb.com/）上传旅游攻略；在专

题页面，分享旅游线报或关注“雪花欢乐

四川”官方微信，在其微网站“我有线

报”页面分享旅游线报，均有机会获得各

种奖项。据称，雪花自然之美终极大奖共

3名，奖品为4999元现金；一等奖3名，奖

品为2999元旅行基金；二等奖3名，奖品

为1999元旅行基金；三等奖6名，奖品为

999元旅行基金；优胜奖10名，奖品为499

元旅行基金；特别奖10名，将获价值2000

元的雪花自然之美体验游。

只要你的攻略够炫、够酷、够精彩，你就

有机会得到雪花自然之美4999元的终极大

奖。同时，你钟情的这条线路将被选为“雪花

自然之美开启快乐之旅” 体验游的备选线

路，你也有机会成为该线路体验游的领队，带

领数百位招募的旅游达人一起领略你攻略中

的精彩之处，重温你身边的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旅游攻略大发现

快来分享你的私藏旅游攻略

活动将持续到5月6日，想赢取4999元的终极大奖，快来参与活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