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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军转干部

可自主缴存住房公积金

成都商报讯 （记者 赵素冰）

昨

日， 成都记者从成都公积金中心了解

到，成都公积金中心对自主择业军队转

业干部（以下简称“军转干部”）缴存

公积金的相关管理办法进行了调整，本

月起，成都军转干部未选择在地方单位

就业的，可以自主缴存住房公积金。

据了解，按照新出台的《自主择

业军队转业干部住房公积金缴存、提

取管理实施细则》， 自主择业军队转

业干部到地方单位， 由所在单位缴存

住房公积金； 未选择在地方单位就业

的，可与成都公积金中心签订协议，开

设住房公积金扣划专户， 由个人按月

缴存。 军转干部服役期间缴存的住房

公积金， 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转入新开

设的缴存账户，合并计算缴存期限。

在“淘宝网”上销售假冒名牌洗浴用品，

销售金额近30万元。近日，该网店店主廖某因

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被新都区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知假售假

八年卖了近30万元

2005年初，廖某伙同朋友吴某（在逃）开

了一家淘宝网店， 并从广东汕头购买假冒各

种知名品牌的洗浴用品， 到2013年6月案发

时，销售款金额已达近30万元。

案发后， 民警在廖某的出租房内现场查

获，并扣押假冒“海飞丝”、“舒肤佳”、“玉兰

油”、“力士”等各知名洗浴用品，经鉴定价值

51万余元。

近日，法院经审理认为，廖某为获取非

法利益，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数额巨大， 其行为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被告人能够如实供述，认罪态度

较好，酌情从轻处罚，遂判处廖某有期徒刑

3年6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公安机关扣押

的各类假冒注册商标物品予以没收。

网店售假货

网站应否担责

当下网购盛行， 售假现象也一直存在。对

此，业内人士指出，其中监管缺位是主要原因。

目前，针对个人开设网店，电商一般只要

求卖家提供个人身份认证， 遵循电商平台制

定的开店规则即可。 电商对卖家所销售的商

品是否具有资质并没有严加审查。其次，相关

部门监管的缺失以及惩罚措施的不够完善，

进一步刺激了卖家铤而走险。

而另一个让消费者感到棘手的问题是：

由于网店是虚拟的，即便买到假货，维权也是

一大难题。如果找不到商家，能否让电商承担

赔偿责任？

对此， 四川蜀正律师事务所曹毅律师表

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明确规定，网

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

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

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

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

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此外，

电商应该协助提供商家的身份等信息， 故意

不提供的，应承担连带责任。

新都法检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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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人车分离忙送货

1分钟后连车带货全被偷

“双11”后快递异常忙碌 昨日一位快递员疏忽中丢掉30多个包裹

责编 彭绘林 宋德萍

美编 刘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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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双11”后的第二天，各大快递

公司的快递小哥们，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旺

季”送货期，忙得顾不上吃饭，而土桥的一

位快递员就因为赶时间， 在给一小区业主

送货时，将电瓶车停在小区门口，也没有拔

钥匙，结果一分钟后，电瓶车和车上的30多

个包裹全被偷走。

监控显示：

黑衣男骑走快递员的车

昨日下午2时许， 迎宾大道333号锦城

豪庭小区外，27岁的快递员小何急得直跺

脚，“连车带货全被偷了， 关键是车上还有

几十个包裹，这些都是小区业主‘双11’买

的东西，我不知道值多少钱，少则四五千，

多则可能要上万，怎么办啊？”

小何介绍，昨日上午，他将一大袋包裹捆

在电瓶车后座，奔向迎宾大道片区送包裹，当

到达333号锦城豪庭小区时，他在征得收件人

同意后，将3个包裹放在小区门卫室，同时对2

个寄件包裹填单据。大约3分钟后，他送完包

裹走出小区后，眼前的一幕让他傻眼了：放在

小区门外的电瓶车，连车带货全不见了！

“被偷了？遭了！咋办啊？”小何急得团

团转时， 锦城豪庭小区保安调取了监控录

像。成都商报记者从监控中看到，上午11时

42分许，小何将电瓶车停在小区门外、距离

门卫室大约四五米远的地方， 进入小区不

到半分钟后，一辆后座载人的电瓶车，沿迎

宾大道由南往北行驶，经过小区路口，发现

门口电瓶车上没人后，又折了回来，黑衣男

下车向小区小跑，在门口张望了10多秒后，

又走向自己的同伴，两人凑在一起说着话。

11时43分许，后座黑衣男来到电瓶车处，骑

上电瓶车想跑。但记者发现，该男子从骑上

车到最后离开用了10多秒，身体东倒西歪。

“可能是不咋适应我的车， 差点摔倒了，但

是从小偷出现到离开，总共只有1分多钟。”

快递员懊悔：

抢时间送货没拔车钥匙

看完监控录像后， 小何回到位于金周

路的圆通快递土桥处理中心， 仔细清点包

裹，以确定被盗包裹数量。

小何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昨日是“双11”

后的第二天，派送量比平常多，他要在昨日上

午送完120个包裹，而这是平常一整天的派送

量。昨日早上，他7点起床到单位后，赶紧向迎

宾大道片区派送，准备送完再吃午饭。为了抢

时间，为锦城豪庭小区派送时，想着该小区只

有3个包裹，便将电瓶车停在小区门外、距离门

岗室仅有四五米远的地方，也没有拔钥匙，没

想到发生了意外，而截至昨日下午4时许，小何

仍没有心思吃饭，忙着用单位的备用电瓶车，

送昨日下午的包裹，“我忙完还要重新去买一

辆电瓶车，方便送货”。

小何说， 事发前他已经送完近70个包

裹，加之单位还未派送的17个包裹，被盗包

裹数量应该在30来个左右。

小何说，他是宜宾人，2012年毕业于四

川农业大学商务英语专业， 毕业后到过深

圳、东莞等地，从事过贵金属销售，也到工

厂上过班，但都不满意，后来回到成都，并

从去年9月开始做快递员，租住在一间每月

200元的单间内， 厕所厨房和其他人共用，

虽然辛苦，但是收入还不错，平均每月能赚

五六千元。昨日包裹被盗，让他很着急，因

目前不知道包裹物品和价格， 损失量还不

那么， 网购后因快递

员的失误丢失商品， 赔偿

责任如何划分呢？

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

李刚律师表示， 快递员对

此事负有责任， 但快递员

代表的是快递公司， 送快

递是一种职务行为， 因此

快递员的过失应由公司对

外承担责任， 但是从法律

层面来说， 两者都不直接

面向买家。 因为网购存在

三层法律关系： 买方与卖

方的买卖关系； 卖方与快

递公司的委托运输送货的

关系； 快递公司与快递员

的劳动合同关系。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

理， 买方支付了货款而未

收到购买的商品， 只能要

求卖方补交商品或者进行

赔偿； 卖方向买方进行赔

偿后， 可以根据与快递公

司的委托合同，向其追偿；

快递公司向卖方赔偿后，

又可以根据与快递员签订

的劳动合同或岗位责任制

中的约定， 要求快递员适

当承担一部分责任。 如果

快递公司要求快递员全部

赔偿， 在法院诉讼中也很

难得到支持。

确定，按照平均每个包裹100元计算，也有

3000多元， 加上本身1000多元的二手电瓶

车，损失估计5000元左右，但如果有手机等

贵重物品，被盗包裹价值可能上万元。

小何说，事发时他没有拔车钥匙，也以

为小区门口应该很安全， 属于他的个人疏

忽造成的，“这是我的责任，我向所有的买

家道歉。”

快递公司：

会承担大部分责任

快递员小何所在的圆通快递土桥处理

中心负责人陈先生说，小何在丢件后已经向

公司报备， 公司会有专人核查丢件客户信

息，并跟客户商讨赔偿事宜，“等客户信息确

定之后，我们会逐步跟客户联系，沟通被盗

快件的赔偿问题，尽量满足客户需求”。

陈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据他了解，几

家大型快递公司都曾发生过快递被盗的事

情，“我们（土桥处理中心）今年上半年也发

生过一起，但是当时快递员已经要送完了，丢

的单比较少，连电瓶车损失3000块钱左右。”

陈先生说， 快递由于行业性质时常会

出现货物与快递员分离的状况，“有时候

客户会让快递员把快递送上楼， 而有的地

方不允许快递员的车进去， 这个时候就会

给小偷可乘之机”。

陈先生表示，快递员每天早出晚归，

忙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十分辛苦，而小何

就是其中的一员。 虽然昨天小何在送货

途中被盗，但他是公司的员工，公司会积

极处理此事，承担大部分损失，其余部分

再由小何负责。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实习生 杨如雪 摄影记者 王天志

网售假冒名牌洗浴用品 店主获刑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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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包裹被偷，快递员小何又急又气

离开黑衣男从同伴的车上下来 张望商量之后，走近小何的车 骑上电瓶车，差点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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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公司

向卖方赔偿后,

可要求快递员

承担部分责任

律师说法

成都商报讯

昨日，世界500强、全

球著名农资企业———新西兰兰沃国际

集团确定参加第二届成都国际都市现

代农业博览会暨农业科技成果展示交

易会， 带来获得国家专利的稻田防漏

剂、植物细胞修复剂等节约种植成本、

增产保收的拳头产品。 稻田防漏剂能

为稻田保水保肥， 植物细胞修复剂则

能减轻农作物药害，为农作物 “排毒

养颜”。

成都农博会将于12月11日~14日在

新会展中心举办，除新西兰兰沃国际集

团外，以色列昕爵国际、沃尔德（加拿

大）国际作物有限公司、瑞典硕沃德生

化集团等国际知名涉农企业也将亮相

展会农资农机展区，可谓“大牌”云集，

他们将通过成都农博会平台寻求有合

作意向的代理商。

对于新西兰兰沃国际集团中国分公

司销售总监李四军来说， 本次参展成都

农博会， 目的是寻找一批有合作意向的

代理商，开拓西部农业市场。

中国稻田种植面积大， 稻田水土

渗漏现象成为困扰稻农的一大难题。

新西兰兰沃带来的稻田防漏剂针对此

问题研发， 倒入水中能快速形成纳米

保护膜层，不仅防渗漏、保水保肥，还

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抗病因子， 提高

稻田产量。

目前，兰沃的产品在湖北、江西、广

西已广泛应用，仅植物细胞修复剂，广西

一年的销售量可达100多万袋，约应用于

100万亩土地。

以色列昕爵国际也是全球著名企

业，2002年进入中国， 本次参展将带来

一系列的微量元素水溶性肥料，同样期

待与西部代理商、采购商和种植大户的

合作。

国际知名涉农企业云集成都农博

会的同时，四川省内品牌企业也在争相

入驻。据了解，本届成都农博会分为六

大主题展示，仅农资农机展区就吸引了

国内外参展企业近200家， 绵阳市全兴

种业、四川农大高科农业、四川同路农

业等本地品牌企业将亮相。

作为农业部2012年首批32家“育繁

推一体化”种子企业之一，四川农大高

科农业拥有全国种子经营权和进出口资

格， 本次参展将带来其产销规模名列国

内前茅的杂交水稻种子。 同路农业也是

“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本次将推广

优势杂交玉米品种。

为保证展会实效性，组委会正陆续

邀请四川、重庆、湖北、贵州、云南、广

西等地的农产品经销商、采购商和农产

品经纪人，届时，他们将到场参观采购，

掀起“采购大战”。

成都农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成都农博会还预留少量黄金展位，

期待品牌涉农企业的参与，展期也欢迎

国内外经销商、采购商到场参观、洽谈、

采购。

世界500强参展成都农博会

先进农资产品

为农作物

“排毒养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