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蓉作案6起
获利6000元以上

3月2日下午1点过，在成华区沃
尔玛超市内，趁周围没人，29岁的湖
北人常敬将展台上的一个插线板塞
到腰间，再慢慢走向出口。为了打探

虚实，常敬在半小时前就进入了这家
超市，确认“没人跟踪”后离开，然后
再次进入。

按照计划，他将在不久后出现在
该超市的服务台，用流利英语佯装成
即将出国的人，要求退货：在该超市
的退货准则中，可以不提供小票，利
用这一漏洞，常敬曾在重庆作案8起。

然而，这一次不如他想象中顺
利，刚刚走出收银台，他就被周围的
警察和保安控制住。事后，常敬被带
回建设路派出所，他告诉警察，“那一
刻，我就晓得我肯定跑不掉了。”常敬
把工作人员带到储物柜前，他寄放在
储物柜的黑色背包里，有前几次偷来
的插座转换器和插线板。

常敬在成都的第一次作案是2月
20日下午。当时，他从超市偷来4个转
换器和2个插座，出了超市后，他来到
一旁的服务台要求退货。为了防止

“说得太多”露馅，他还专门用英语与
工作人员对话，头戴鸭舌帽、身穿黑
外套的他还吸引来两个路人帮忙翻
译，最后成功拿到“退款”700元。

从2月20日到3月2日，常敬在成都
沃尔玛超市多个门店故伎重演，作案6
起，每次大多偷窃售价60元到120元不
等的插线板，获利6000元以上。

曾在沪杭等地作案
因盗窃罪入狱14个月

这样的作案手法，常敬可以说是
“驾轻就熟”。早在2013年，他就以此
伎俩在上海、杭州、温州、嘉兴、宁波
等多地犯案，最终因盗窃罪锒铛入狱
14个月。出狱后，他又开始干起老本
行。先在重庆的大型超市作案8起，再
转战成都。

原来，几年前，常敬发现超市可以
不提供小票就能退货。当时他还在江
浙一带一家酒吧打工，老板让他买电
池，因型号不合需要退货。他偶然发
现，即使丢失小票，也可以成功退货。

随后，他工作不顺，偶然想到此
事，便铤而走险。在大学里考过的英
语六级也被他“派上用场”，说英文更
方便退货。

之所以选择插线板、转换器，原
因是常敬觉得比较好携带、方便偷
窃。“同时，因为这些物品相加起来
金额也不大，按照超市规定在一定
金额内，服务台工作人员有权限自
行处理退款。”建设路派出所办案民
警贾梦透露。

目前，常敬因为涉嫌盗窃罪被刑
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月20日，成华区沃
尔玛超市内，操着流利
英语的29岁湖北男子常
敬（化名）拿出背包里一
大包插线板，告诉服务
员想要退货，退货原因
是即将离开中国。

很快，服务员在扫
描条码确认为真货后，
将相关货款退给常敬。
但让服务员没想到的
是，这一大包插线板都
是当天常敬潜入该超
市盗窃的。随后，他通
过退货政策中“不用小
票即可退货”的漏洞成
功完成退款，以此获
利。为防露馅，他还说
英文佯装留学生。

2013年以来，常
敬在全国多地作案，
目标都是大型连锁超
市，仅在成都就作案6
起，涉案金额6000元
以上。3月2日，他被成
都警方抓获。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以顾客身
份咨询被常敬“退货”的沃尔玛超
市客服，客服人员透露，“一般有小
票退货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小票退
货，常用的商品依然可退。”随后，
该超市四川总部公关部负责人张
虹回复成都商报记者，目前没有更
改退货流程的计划，会对此事高度
关注。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常敬
曾经盗窃的沃尔玛超市其中一家门

店，该店客服前台蒋女士透露，“免小
票退货”政策依然在该店施行，但流
程小有变化。“现在100元以上的商品
必须由AP（监控室的工作人员）确认
以后，证实确实是从超市买了东西才
能给予退货，并要登记身份证信息。”
她说。100元以下的商品，也需要登记
身份证才能予以退货。

常敬的事件，蒋女士也知情：“当
时没有核实就退了。之前是为了方便
顾客，所以没有这样的流程，50元以

下我们就能操作，50元以上在经由主
管授权后就能退。”

沃尔玛超市另一家门店一位员
工表示，他们门店也发生过类似的
事情。“一般我们都会留取电话号
码、姓名等个人身份信息。”

同时，成都商报记者致电红旗连
锁、华润万家、永辉超市、家乐福部分
门店，对方均表示没有“免小票退货”
的政策，顾客需要携带小票到现场办
理退货。

100元以上商品退货
需人工确认已购买并登记身份证

涉事超市涉事超市
调整政策调整政策

小伙被警方挡获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祝浩杰
图由警方提供

责编 邵洲波 美编 廖敏 叶燕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04
2017年3月22日
星期三

远离城市喧嚣，让生活慢下来，
这样的地方你期待吗？3月21日，崇
州桤木河湿地公园旁，四川首个国
际慢城——天府国际慢城正式签
约、奠基，依托崇州正在建设的十万
亩农业生态示范区，遵循国际慢城
的理念思路，打造以田园风光为主
要特色并融入现代文明元素的乡村
休闲旅游目的地，并成为引领四川
慢生活体验以及带动四川乡村休闲
消费升级的示范区。

据了解，天府国际慢城由四川发
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崇州市合
作打造，项目区北至重庆路，南至安
仁古镇，东至文井江河，西至干溪河，
总面积约74平方公里，涉及白头、王
场、隆兴、燎原、桤泉、济协、道明、集
贤等8个乡镇，总投资约50亿元，将优
化提升“大美田园、风情田园、世外田
园”三大产品，总体构架“一核一带一
环六区多点”的全域旅游格局。

3月21日，项目正式奠基。项目一
期主要位于崇州市白头镇，核心区面
积约5000亩，辐射区面积约1.5万亩，
重点建设现代农业区、缤纷果园区、
锦绣田园区、慢城风情园、酒店民宿
群落、湿地休憩公园、运动健身设施、
生态治理系统、资源整合类9大项目。

链接：国际慢城

最早由意大利只有1.5万人的小
城市布拉提出，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
城市模式。在慢城，拆除不美观的广
告牌、霓虹灯、城市电线，减少噪音与
交通流量，贩售当地农产品，奖励环
保科技，保护当地美学与美食传统，
拥有更休闲的空间。“国际慢城”的

“慢”以阶段性的慢、有品质的慢带动
个人和社会更高效、可持续的发展。
迄今，全球已有25个国家145个城市
被授予“国际慢城”。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带队负责人发布任务，所有参加
行动人员上交手机等通讯工具后迅
速向不知名的目的地出发……这不
是电影里的桥段，而是成都市新都区
环保局严厉打击辖区违法排污的其
中一项行动。

3月7日~25日，针对四川省环保
下沉督察新都区指出的各类环境问
题整改，新都区环保局全面梳理环保
问题、列清单、分任务，并带着问题清
单深入乡镇、园区管委会、相关单位
和企业，对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
行了专项后督察，打通了环保督察

“最后一公里”。

私自凿墙开洞排污
泡菜厂拒不改正被查处

3月13日，上交手机出发半小时
后，执法组一行来到了新繁鱼都泡菜
厂。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厂
清洗泡菜环节产生的盐渍废水，未取
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在通道最
后一间泡菜作坊内，执法人员有了更
大发现，该厂未经允许，私自凿墙开
洞，排放污水。

“3月10日，我们就对该厂下达了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立即
停止排污。”新都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告
诉记者，在13日再次进行的执法行动
中发现，该厂仍在生产，并排放污染
物。执法人员表示，按照环境保护法，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
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污许可
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而该厂违法排
污已经被责令停止排污，但仍拒不执
行的，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
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
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目前，该案已移送公安机关。

新都全面关停
323家“三无”企业

新繁鱼都泡菜厂并不是唯一被
查处的违法企业。

3月21日，执法组来到斑竹园镇
进行执法检查，在检查中发现两家砂
洗厂均无任何证照，且在砂洗环节产
生废水，烘干环节使用锅炉产生废
气，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当地
政府立即对两家砂洗厂进行了断电，
并查封了该厂。随后，执法组来到龙
桥镇，对两家砂洗厂和一家洗染作坊
进行突击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
这三个厂家也属无证经营，且对环境
造成污染，当地政府立即对它们进行
了断电，并查封。

“目前，全区共关停‘三无’企业
323家，已建立污染源台账6000余家，
已调查出使用燃煤和生物质燃料企
业55家。”新都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从3月7日~25日期间，新都
区全面梳理各镇（街）、园区管委会存
在的突出环境问题，针对问题重要
性，列出重点问题清单。

四个专项行动小组
全面启动环保后督察

上述负责人介绍，此次环保后
督察包括督察《成都市新都区人民
政府关于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
理整顿工作落实情况的报告》文件
落实情况，关闭停产企业进展、污染
源台账、信访投诉处理、园外新增项
目等。同时，督察使用燃煤和生物质
燃料落实情况，包括禁煤区内是否
还存在燃煤企业，对使用燃煤的应
责令停产治理，对使用生物质燃料
的通知监测站开展执法监测。督察
是否认真梳理辖区内主要环境问
题，包括主要环境问题处理化解、行
政处罚案件以及下达的督办通知书
的整改落实等。最后还有重要的一
点，就是督查省环保督察期间，省督
查组交办案件整改落实情况。

“目前，新都区环保局已经成立
了四个环保后督察专项行动小组，由
局分管领导亲自带队开展后督察。后
督察采取听取汇报、调阅资料、调研
座谈、个别谈话和现场抽查等方式全
面开展工作。”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后
督察小组已对三河街道、木兰镇、军
屯镇、新民镇、清流镇、大丰街道、泰
兴镇、斑竹园镇开展了有针对性地后
督察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打通环保督察“最后一公里”
新都区关停“三无”企业323家

最早的一次演讲可以追溯
到2015年。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
专业大三学生秦羽（化名）是“ki-
wi早读队”的创立者，“我想办得
跟其他社团不一样，想做一些疯
狂的事。”通过网上搜索，她意外
了解到“公交车演讲”，当即拍板
带队员“玩”这个。

正式推行前，秦羽自己先
在公交车上尝试了3次。尽管有
演讲基础，站在公交车上的秦
羽还是觉得突兀，多次心理斗
争后才完成了第一次尝试。渐
渐突破自我后，她开始与乘客
互动，请他们提意见，“普通话
要好，逻辑要清晰，表达要有感
染力。”

在公交车上，甚至还有陌生
乘客跟秦羽交流，让她找不到工
作就给其打电话。秦羽觉得，队
内那些曾经内向、胆子小的女生
在练习后，领导力和口才都得到
了极大提升。这个项目也就被保
留下来，传承两年有余，“不断有
人走上公交车，克服恐惧，变成
更自信的自己。”

坚持
通过演讲不少人变得更自信

每个乘客都是听众每个乘客都是听众
大学生公交车演讲“练胆”

在成都，也有这
样一群大学生，有的
有社交恐惧症，跟异
性说话都会羞红了
脸；有的天性羞涩，不
敢大胆表达心中所
想；有的个性乐观，却
太过以自我为中心
……从2015年开始，
这群来自成都中医药
大学的20多个大学生
陆续走上公交车，开
始 自 己 的 演 讲 之
路，锻炼自己的自信
和勇气，克服恐惧提
高演讲能力。

对他们而言，每一
个乘客都是听众，每一
辆公交车都是舞台。

“我的声音代表
着他们，但我却说不
来。”2010年，这句台
词随着电影《国王的
演讲》成为经典，最
终，患严重口吃的艾
伯特王子勇敢地克服
障碍，向国民发表了
鼓舞人心的演讲。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彭婕
摄影记者 陶轲

演讲
有人“找茬”仍淡定演讲完

昨天下午3点，从温江天府公
交站驶来的309路公交车停到大学
城东站，成都中医药大学大二学生
代臣银深呼一口气走上公交车，在
公交车中部站定，然后他准备在公
交车上演讲。

“在开始我的演讲之前，想请大
家先思考一下，是什么让我们保持
健康和快乐？”代臣银开了口，他右
手紧握护栏，左手不时握拳。他的演
讲题目是《幸福是什么》，5分钟的演
讲，他吐字清晰，最后一排的乘客都
听得清楚。不久，公交车停在一个
站台前，上来两位醉汉，注意到正
在演讲的代臣银。“公共场合说啥
子说。”醉汉的“找茬”并没有影响
到代臣银，他不疾不徐正好收尾：

“我们应该更多地把时间拿去爱身
边的亲人朋友。”

实际上，像代臣银一样的“公
交车学生演讲家”，成都中医药大
学有20多位，他们都是学校社团

“kiwi早读队”的一员，每次公交车
演讲，都是3人组队。他们自发组
织，没有老师指导，希望通过公交
演讲，克服恐惧、提高演讲能力。

如今，代臣银已是早读队新一任队
长，要带领新成员去公交车上演讲。“踏
出第一步特别艰难。”进校时，他性格内
向、不善言谈，跟女生说话会害羞到脸
红，好在同伴的鼓励和加油，让他成功
突破了自己。这一天，和他同行的2名女
生，天生羞涩，也希望借此克服恐惧。两
位女生分别准备了《幸福是什么》《毕业倒
计时》《多陪伴父母》三个演讲题目，选择
乘坐309路公车轮流上场。

每一次公交车演讲，根据不同的主
题，他们会选择不同的公交线路，学校
南门一侧学生群集，乘客偏年轻化，北
门乘车的则以老年人居多。因此，队内
成员会根据自己的演讲主题选择不同
线路的公交车：南门的309、771路公交
车适合年轻大胆的演讲主题；北门一些
公交线路，适合温馨的演讲主题。

市场营销专业大一学生龙红军，进
步更快。事实上，龙红军并不内向羞涩，
相反是一个外向热情的人。“我的性格缺
点是太爱表现，有点以自我为中心。”龙
红军希望通过公交车演讲，变得更接地
气，“跟外界接轨，和听众有互动沟通。”
通过一次次演讲和练习，今年2月，他在
一场数百人参加的演讲比赛中夺冠。

练习
根据演讲主题 选择不同线路

四川首个 成都打造天府国际慢城

3月17日，成都市民政局发布了
五条环路的命名公示，拟将成都绕
城高速命名为“四环路”，拟将成环
路命名为“五环路”、拟将成都第二
绕城高速命名为“六环路”。针对网
友关于“命名环路后绕城高速和二
绕是否要改名”的疑问，市民政局昨
日说，拟命名环路后，在国家高速路
网命名体系中，绕城高速（G4201）
及第二绕城高速（G4202）道路名称
保持不变。但鉴于绕城高速及第二
绕城高速均将兼具重要城市交通功
能，在城市路网命名体系中，仍然拟
将绕城高速及第二绕城高速命名为

“四环路”和“六环路”。
对于绕城高速和二绕为什么要命

名为环路，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负责
人表示，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绕城高
速越来越多地承担着城市道路的交通
功能，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明
确道路的指位性，更好地服务群众的
生产生活，根据城市路网规划，提出此
次环路命名的方案，将绕城高速及第

二绕城高速融入我市环路体系中。
有网友问到，命名环路后绕城高

速和二绕是否要改名，市民政局区划
地名处负责人说，成都绕城高速公路
及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属国家高
速公路网组成部分，在国高网命名体
系中，绕城高速（G4201）及第二绕城
高速（G4202）道路名称保持不变。鉴
于绕城高速及第二绕城高速均将兼
具重要城市交通功能，为统筹城市规
划及管理工作，拟在城市路网命名体
系中将绕城高速及第二绕城高速命
名为“四环路”和“六环路”。

对于要命名的环路如何分段，市
民政局区划地名处负责人介绍，环路
的分段采取以环路与4条向外辐射的
高速公路（成灌、成绵、成渝、成雅高
速）交汇处为起止点，统一分为东、
南、西、北四段。

值得注意的是，拟命名为“六环
路”的第二绕城高速（G4202），已经
将德阳、广汉圈了进来。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被命名环路后，绕城和二绕是否要改名？市民政局说——

高速路网命名 绕城及二绕名称不变
城市路网命名 它们拟叫四、六环路

21日，成都中医院大学学生代臣银，在公交车上演讲

先偷超市插线板
再装留学生退货获利

湖北男子利用沃尔玛不用小票即可退货漏洞，全国多地作案 日前被成都警方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