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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取证 监督坑人消费”——成都商
报2017年3·15消费月特别报道正式启动
了。成都商报将直通各个相关部门以及知名
律师团队，展开3·15维权特别行动。

成都商报建议，消费者可用手机记录下
坑人证据，以便更好维护自己权益。无论什么
领域的坑人消费，都欢迎与我们联系。一旦调
查属实，我们将立即联动相关部门，重拳出
击，切实维护你的权益。

三种渠道曝光 成都商报助你维权
1渠道 维权特别行动热线86613333-1

（每日上午10点~下午5点）。

2渠道 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
号反映。

3渠道
通过成都商报客户端APP渠道。
扫描成都商报客户端二维码，进入
客户端，选择“投诉-发起投诉互
助”即可。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提醒您：

缺牙很痛苦
你可申请种植牙援助了

口腔疾病中，缺牙是很折磨人的。
缺牙不但有损咀嚼功能、导致吐字不
清等，还会导致脸形的改变和显老，甚
至还会因营养不良、肠胃疾病等消化
系统问题而危害身体健康。

为关爱缺牙市民，厂家联盟100
万援助计划正式启动。缺牙市民可
拨打028-69982575，申请半价种植牙
援助！

种植牙 人类的“第三副牙齿”

种植牙突破了传统镶牙方式的缺
点，缺哪颗种哪颗，在缺失牙齿的位置
上“种”下人工牙根，待人工牙根与牙
槽骨密合后，再在上面装上牙冠。对邻
牙没有破坏性，且稳固、美观、舒适、咀
嚼功能恢复好，一次种植，可质保终
生，被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

种植牙包干半价

为回馈缺牙市民，在“厂家联盟
100万援助”活动期间，拨打69982575
预约的市民，可享种植牙半价包干
的活动优惠，包括种植体、基台、牙
冠在内的整颗牙齿！3月4日，种植牙
真人直播，让你直观深入了解种植
牙全过程。当天到现场还可享免费
拍片检查。

多项目终身免费

此次援助活动面向全国征集缺牙
者。缺牙市民请拨打028-69982575，
预约半价种植牙援助。市民可携带
本人身份证前往指定医院，建立口
腔档案。建档后，可享终身免费口腔
检查，终身免费保健洁牙，终身免费
补牙，免费儿童窝沟封闭等终身免
费项目！

欧尚等4家超市
活鱼检出孔雀石绿

2月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公布在部分城市开展的经营环节
重点水产品专项检查和抽样检验结
果。808批次鲜活水产品采自全国468
家批发市场、集贸市场、超市以及餐馆
等，检出不合格水产品69批次，不合格
养殖用水1批次，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
孔雀石绿等禁用药物的问题比较突
出。其中，成都4家水产超市的活鱼检
出孔雀石绿。

“上榜”的4家成都企业和产品分
别为成都欧尚超市有限公司的桂鱼，
成都大商投资有限公司千盛百货购物
广场分公司的乌鱼，万里河鲜批发部
的黑鱼和侨仔海鲜行的黑鱼，4家的产
品均不同程度地检测出孔雀石绿。据
了解，孔雀石绿是一种三氯甲烷型的
绿色染料，也是杀菌剂，易溶于水，养
殖户常用它来预防鱼类的水霉病、小
瓜虫病等，孔雀石绿具有高毒素、高残
留和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副作用，对
人体危害很大。

本次抽查的水产品品种主要为近
年来抽检监测发现问题较多的多宝
鱼、黑鱼、鳜鱼等鲜活水产品，检验项
目孔雀石绿、硝基呋喃代谢物、氯霉
素。检查结果显示，合格样品739批次，
合格率91.5%，不合格样品69批次。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2015年10月28日，眉山市东坡区
公安分局在眉山全城发布紧急预警
称，有10多人在眉山东坡国际花园等
多小区用银行卡付款购买卷纸，后多
人银行卡被盗刷，涉案金额20余万元，
初步分析系银行卡被窃密复制后现金
被盗取。（2015年10月29日成都商报报
道）2月27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眉山市
东坡区公安分局获悉，近日，该案件已
成功告破。

该案发生后，东坡区公安分局经
侦大队办案民警，迅速与四川省相关
银行取得联系，密切注意受害人的银
行卡交易记录。

2015年10月27日，受害人被复制
的银行卡在江西省南昌市出现了转账
的交易记录，经侦大队办案民警迅速
与江西警方、银行等部门配合，一年多
的时间里，经侦大队办案民警在江西
省总共来回4次，锁定8名嫌疑人，成功
抓获4名，有2人在逃，其余2人已被广
东警方控制。

2016年8月，眉山市东坡区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者阿峰、
陶某某、罗某、陶某构成信用卡诈骗。
责令四人退赔两家银行共计13.2万元
和7名受害者共计25.11895万元。判处
阿峰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
万元；判处陶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四个
月，并处罚金5万元；判处罗某有期徒
刑两年两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判处
陶某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3万元。

由公安机关将陶某某、罗某退缴并
扣押在案的12万元按比例发还给受害
者，后续若还有款项追回，将再次按比
例返还给受害者。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昨日成都商报曾报道：9岁女孩毛
毛在东莞卖菜寻亲，希望能够找到2008
年回老家汶川的父母阿牛、阿娟。当年，
夫妇俩回老家不久，汶川就发生8.0级
大地震。原本说定一个星期回东莞的夫
妇俩再也没有音讯，毛毛由黄婆婆抚养
长大，卖菜维生。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汶川县公安
局民警王警官处了解到，昨日一早，由汶
川县委宣传部、汶川县民政局、汶川县公
安局组成的工作组，已经奔赴东莞，将会
与毛毛及黄婆婆联系。王警官介绍，“此
次去东莞，最重要的是核实相关信息，现
在初步构想DNA是一个思路，全国公安
信息人口登记普查也是一个思路。”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从汶川县委宣
传部相关人员了解到，汶川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连夜商议并派出由宣传、公
安、民政部门组成的4人工作组，于昨日
早上7点05分飞往深圳，随后转车前往东
莞，跨越千里帮助毛毛寻找失联爸妈。

“目前工作组已经知晓了2008年毛毛父母
打零工的工厂，但当时毛毛父母使用的都
是小名，目前正在竭力寻找经办人，希望
能够找到突破点。”相关人员介绍。

成都商报也将联合南方日报、网易
新闻，跨越千里发起直播寻亲活动，届时
成都商报新媒体直播团队将会前往汶川
寻找毛毛的父母，希望能够从汶川现场
获取有用的信息，通过成都商报的直播
让更多人看到，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如果
你有相关线索，也欢迎拨打成都商报热
线（028）86612222，或在微博上私信@成
都商报，我们一起帮助毛毛找到爸爸妈
妈。相关知情人士，也可以直接联系汶川
县公安局王警官15281526156。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彭婕

业主表决能否采用电话投
票？2月27日，峨眉山市乐河国际
社区3位业主状告业委会一案在
峨眉山市人民法院胜利法庭开
庭。3位业主认为，业委会解聘旧物
业选聘新物业的票选情况可能作
假，赞成票中大部分为电话票选，无
法考查真实性。而业委会则称，该小
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载明，可以通
过电话进行投票。

业主质疑
业委会票选可能作假

位于峨眉河畔的乐河国际社
区，在去年8月成立了业委会。去年
9月，业委会就是否续签旧物业或
公开选聘新物业征求业主意见。

“多年来，旧物业服务还算不
错，为何业委会一上台就要撵人
家？”该小区业主李进等人犯嘀咕。
很快，业委会发布公告称经过书
面、电话及短信形式征求了846户业
主意见，其中728户同意选聘新物
业。去年10月，业委会组织选聘新物

业，就备选公司继续用同样的形式
征求意见，公示结果显示：共征求
972户意见，751户支持众恒物业。

这让李进等人感到震惊，在要
求公布投票详情被拒后，他们随即
向社区等进行投诉，直指业委会成
立不合法及选聘新物业可能弄虚作
假。据李进提供的签名资料显示，至
少有200多户业主对票选存疑并“同
意解散业委会”。

庭审分歧
电话投票占7成以上 合规吗？

随后，李进等4人（后1人撤诉）起
诉业委会，要求法院判决业委会解聘
旧物业、选聘新物业的决定无效。

此前，在法院庭审中，李进等

人要求公开赞成票业主的具体情
况，但被业委会以涉及业主隐私
为由拒绝。2月27日，在法庭上，业
委会首次向李进等人公开了两次
业主表决赞成票的具体情况，其中
第一次728张同意票中，电话支持
票数642票；第二次751票支持众恒
物业，电话支持票数568票。电话支
持票数都在7成以上。

对于电话投票的合法性，双
方存在巨大的分歧。李进等人表
示，《四川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
会指导规则》第十九条规定，业主
表决形式可采用集体讨论、书面
征求意见、现场投票、传真、短信
表决等方式，但都应具备真实性、
可追溯性。他们同时指出，“这条
规定没有包括电话方式。”

对此，业委会代理人则称，原
文表述是“等”方式，既然法律法
规没有禁止电话投票这种形式，
那就是可以的。而且根据该小区

《乐河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业主大会会议可通过电话、短
信、电子邮箱等进行征求意见。

“你们电话投票没有进行通话
录音，怎么证明这些投票的真实性？”
李进等人针锋相对。而业委会代理人
则表示，未经业主同意，不能随便进
行录音。最终，法庭宣布择日宣判。

律师意见：
对于电话投票 业主有权质疑

“电话征求意见作为一种形式，
是可以的。”对此，泰和泰律师事务
所杨杰律师表示，但是要保证真实
性和可追溯性，要证明确实是打给
业主本人的，且本人也明确进行了
表态，如证明不了则肯定不行。杨
杰认为，如果业主表决大部分都是
电话投票，且连通话录音都没有，
其他业主当然有权质疑其真实性
和合法性，“最好书面征求意见，找
到每个业主签字。”

北京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郭
金福律师表示，“业委会不能以所谓

‘隐私权’拒绝查票。”对于业主表决
采取的形式，郭金福也建议，最好通
过书面形式进行征求意见。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25日，何先生等一行9人在三
圣花乡秀丽东方紫薇轩家宴馆就
餐时，被服务员告知“标准不够”，
并称何先生是9个人需要点9到10

个人的套餐才行，而该套餐折后的
价格也有858元。最终，何先生还是
点了一个7到8人的套餐，价值668
元。（成都商报27日曾做报道）

28日，秀丽东方景区针对何先
生“高消费”一事对紫薇轩家宴馆
进行了调查。据景区总经理陈女士
表示，主要问题还是在餐馆的服务

员在服务游客时没有解释到位。
“如果在客人点餐时，就能详细地
进行解释，并灵活处理问题，满足
客人的需求，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
题了。”陈女士表示，目前已经对餐
馆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罚。陈女
士表示，愿意向客人致歉，并进行

补偿。“景区将提供紫薇轩1800元
的套餐、秀丽东方6人会员卡一张，
希望能够得到何先生的谅解。”

随后，记者也将消息转达给何
先生。何先生表示，“致歉我们收到
了，经济赔偿就不必了。”
成都商报记者杜玉全实习生张颖

4S店采取汽车销售四位一体
的经营模式，但它的职能并不包括
销售保险。那么要求购车者在4S店
购买保险，是为了什么？

保险业内人士透露，各家4S店
都是保险公司商业车险业务的兼
业代理商，4S店捆绑销售车险可以
增加收入，因为他们会从保险公司
那边拿到很高的“返点”。据了解，所
谓的“返点”指的是保险公司给代理

商的佣金，过去保险行业内的普遍做
法是执行监管部门之前的一个指导
比例：15%。但目前各家公司早就突
破了15%的“指导价”，通过不断加码
佣金，争取更多的4S店来销售自己的
车险产品。

某财产保险公司的一位中介
渠道负责人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
目前四川地区各家保险公司在车
险业务上给到4S店等的佣金比例
普遍超过了45%，“像一些大保险公
司可能给到40%、45%，而一些小保
险公司想要争夺市场，就必须给到
50%甚至60%才有可能被4S店‘上
架’。”4S店等代理中介从中获得了
丰厚的利润，“每做成一单，他们的
毛利可以达到50%左右，这比他们
卖车更赚钱。”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警方已追回赃款12万
4名嫌疑人被判刑

眉山市民银行卡被复制盗刷追踪

贷款买车得在4S店连买3年全险
多家4S店还要求缴纳数额不等的保证金 律师认为该行为涉嫌“强制消费”

律师意见：
车险应遵循自愿

原则，经销商借代办
贷款名义收取“续保
抵押金”，强制消费者
在贷款期间到4S店续
保，已侵犯了消费者
的自主选择权。

市民投诉
贷款买车被绑定车险

杨先生说，2015年12月他
在位于双流的一家奥迪4S店
选购了一台SUV，办理付款手
续时销售人员告诉他，如果贷
款购车的话，还可以再优惠几
个点。想到能多节约一些，同
时也可以周转资金，杨先生于
是决定贷款买车。办完购车手
续后，4S店的工作人员告诉
他，因为是贷款买的车，因此
杨先生的新车必须在店里连
续购买3年的商业车险全险。

杨先生透露，第一年他在
4S店买的保险，花了1万多，去
年12月他的车辆商业保险到
期。考虑到4S店必须买全险，
费用比较高，杨先生打算自行
到外面购买车险。然而4S店的
保险续保人员却告诉他，如果
在外面买保险，之前交的保证
金就不能退还给他了。

杨先生说，车辆的贷款时间
为3年，购车后4S店要求贷款期
间车主必须在4S店购买车险，并
缴纳5000元的贷款保证金，“他
们说这个贷款押金在贷款还清
之后就会退回来”。但如果杨先
生没有买满3年全险的话，这
5000元贷款保证金就不退了。

随后，记者致电杨先生购
买车险的4S店，咨询贷款购车
是否需要在该店购买车险。销
售人员表示，如果办贷款的
话，贷款期间须在店里购买商
业车险，其中车损险、三者险
和盗抢险是必须购买的。此
外，办理贷款时还须额外缴纳
续保押金，贷款到期且按规定
买满保险后押金全额退还。

律师提醒：
看清合同条款 保存有效凭证

对于贷款买车被4S店强
制绑定车险的现象，四川省保
险行业协会的法律人士表示，
买车险应遵循自愿原则，向哪
家保险公司投保、通过哪种渠
道投保、购买哪些商业险种，
这些都是消费者的权利，经销
商借代办贷款的名义收取“续
保抵押金”，强制消费者在贷
款期间到4S店续保，已经侵犯
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消费
者可以投诉到工商部门，也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此外，该律师还表示，消费
者在办理购车贷款时，应当注意
看清合同条款，看清押金赎回的
具体要求、时限是否合理，并且
保存好合同、收据等有效凭证。

双重“捆绑销售”
1、4S店称，杨先

生贷款买车，因而必
须在店里连续购买3
年的商业车险全险，
并缴纳5000元的贷款
保证金。

2、杨先生今年想
去其他地方买车险，
然而4S店人员告诉
他，未买够3年，之前
交的保证金不能退还
给他。

上周，成都市民杨先生向本报“3.15金融维权热线”投诉，称自
己在4S店贷款买车时遭遇了“强制消费”：3年内他必须在4S店购
买保险，不仅要购买全险，还要交5000元押金。经过调查，成都商
报记者发现，杨先生遇到的“强制消费”绝非个例，而是目前众多4S
店针对贷款买车的常见现象。对此有律师表示，贷款买车须绑定4S
店保险的“潜规则”，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上周，成都商报记者以消费者
身份走访了多家4S店后发现，贷款
购车被捆绑购买车险并交续保款
押金的做法，目前似乎已经成为了
业内的“潜规则”，几乎家家4S店都
在如此操作。

在位于机场路的一家宝马4S
店里，记者咨询贷款买车时销售人
员表示，贷款买车的话要在店里购
买商业车险，“不一定非要全险，险
种你可以自己选，但贷款期间要在
我们这儿买”，同时他也提到了缴
纳贷款押金的事。而在位于双流奥

特莱斯附近的另一家宝马4S店里，
销售人员还很积极地介绍了另一
种方式，“在我们这儿预存3万块
钱，贷款期间在店里买保险，第一
年的全险免费送给你”，并表示如
果还清贷款后钱还有剩余，4S店可
以退还余款。

在机场路的一家别克4S店里，
销售人员在给记者列明购车费用
时，清晰地写出分期购买某款车的
保险和续保押金分别是多少钱，销
售人员表示“这些都是贷款买车必
须要缴纳的。”

贷款买车捆绑车险成“潜规则”？

4S店为何积极卖保险？

“这比他们卖车更赚钱”
新闻
透视

■业内人士透露，4S店都是保险
公司商业车险业务的兼业代理商，他
们从保险公司处拿到很高的“返点”。

■“小保险公司想争夺市场，（返
点）要给到50%甚至60%。每做成一
单，4S店的毛利可以达到50%左右。”

“9个人吃饭为啥不能点568元的套餐”追踪

景区回应：已处罚餐馆服务员 愿意补偿客人

业主起诉业委会：电话投票能作数？
峨眉山市一小区业主质疑选票作假
律师提醒，表决方式应具可追溯性

业主：表决形式要有可追溯性，
且相关规定里没有电话方式投票

业委会：小区业主大会议事
规则载明，可以用电话进行投票

各执一词

《9岁女孩东莞卖菜寻亲》追踪

汶川县三部门
组成工作组奔赴东莞

乐河国际社区业主质疑业委会选票作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