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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
商报客户端，
进入“投诉”频
道，点击“我要
投诉互助”按
钮，上传您在
消费中产生的
纠纷和问题，
以及您的姓名和电话，以便我们第一
时间与您取得联系。

■为消费者排忧解难、深入维权
■揭穿消费陷阱、曝光不良商家

关注“蝴蝶”，重视甲状腺

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重要的内分
泌腺，位于人体颈中部，由两个侧叶及
中间狭窄的峡叶构成，像一只展翅飞
翔的蝴蝶。它是人体生长发育、能量代
谢的重要器官。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在
颈部是不易摸到甲状腺轮廓的，当看
到或摸到脖子肿大或硬块时，需要警
惕甲状腺疾病的可能。这个时候建议
您到专科医院就诊，进行颈部彩超检
查，明确疾病的性质，及时治疗。

究其病因，定期体检

甲状腺疾病这么高发，那甲状腺
病变的诱因究竟有哪些？甲状腺是重
要分泌器官，电离辐射有可能会导致
甲状腺疾病；甲状腺发病率女性明显
高于男性，可能与女性雌激素水平有
关；碘摄入量与甲状腺疾病发病率呈
现“U”的关系，即碘的摄入量过低或
过高，都会导致甲状腺疾病；此外，直
系亲属中如有甲状腺疾病也需格外注
意，有甲状腺增生性疾病的患者更应
定期体检。所以，医生建议尽量少接触
辐射，并且每年建议进行一次甲状腺
体检，颈部彩超便可以检查。

专家联手，对抗甲癌

本周，上海甲状腺专家李桂英、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甲乳外科主任文乐
斌以及省内多位甲状腺专科领域专家
联合会诊，帮你解决颈部“定时炸弹”！
专家会诊期间预约可享特价甲状腺彩
超检查，详情可拨打028-69982575咨
询了解。

脖子长硬块不能忽视，
专家联合会诊
解决颈部“定时炸弹”！

蔡振华专程飞往巴林参会
曾表示“希望早日实现梦想”

据中国足协新闻办官方微博昨日消息，中
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
剑、专职执委林晓华一行参加在巴林麦纳麦举
行的第67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张剑正式以
国际足联理事身份参加本次大会，而蔡振华则
是昨天专程飞往巴林参会。对于世界杯申办事
宜，《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及以此为
指引推出的“中国足协2020行动计划”中，“积
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是不容忽视的重
要工作目标。此前，包括协会主席蔡振华在内
的中国足协高层在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等友好沟通期间也明确表达了这个愿望。因此
蔡振华赴会显得至关重要，而他此行也有助于
在足球外交层面上支持张剑。

蔡振华在2015年5月参加国际足联代表
大会时，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
确实认真研究过申办世界杯的问题，现在还没
有确定该申办哪届世界杯。从中国办赛的能力
讲，我们的场地和场馆条件、组织能力、办赛经
验等，可以办好任何世界性大型赛事。我们的意
愿是非常迫切的。我们也是代表中国亿万球迷，
希望能早日实现这样的愿望。”此次国际足联代
表大会“章程修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具

体讨论2026年世界杯申办细则。此前国际足联
规则规定，原则上不会在某一洲承办一届世界
杯之后，将未来两届中的一届世界杯主办权再
交给这个洲。而经过此次调整，同洲承办世界杯
的相隔周期很可能由两届缩短到1届。

具体到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来说，国际足
联将邀请非洲、大洋洲、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
区以及南美洲的国家和地区的会员协会作为候
选，正式向国际足联提交主办申请，申办的截止
时间是2017年的8月11日。理事会同时还作出
决定：一旦第68届际足联代表大会未能选出主
办国，则国际足联将邀请更多的会员协会，包括
亚洲和欧洲的国家和地区也能够申办。或许中
国申办世界杯的届次可以由2034年提前，甚至
理论上可以申办2026年这一届。

之前只有美加墨三国联合申办
如今增加了一点变数

但是从实际程序来说，中国申办希望实际
极其渺茫，必须满足多个条件。其中第一项就
是明年的国际足联大会没有在第一顺序上在
非洲、大洋洲、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以及
南美洲的申办国中选出最终中标者。在此之
前，关于2026年世界杯，只有美国，墨西哥和
加拿大三国联合一个申办请求。因为按照之前

的大洲轮办原则，在2018俄罗斯（欧洲）、2022
卡塔尔（亚洲）之后就轮到了中北美洲，而在中
北美有能力申办世界杯的只有美国、墨西哥和
加拿大。在这三个国家提出联合申办之后，
2026 年世界杯的归属权被外界视为几无悬
念。但是国际足联理事会昨天的决定，给了其
他大洲希望举办世界杯的国家一点念想。

据路透社报道，美加墨三个中北美国家希
望以“按规矩”为由确定他们的申办权。这在国
际足联理事会引起巨大争论，最终各方妥协的
结果是：给予除欧洲和亚洲（因为他们获得举办
2018和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外，其他大洲的
申办国以同样的机会来申办世界杯。但时间只
有三个月，所有申办国须在8月11日国际足联
大会前提交所有申办材料。如明年没选出举办
国的话，才会给予包括欧洲、亚洲在内其他的成
员协会以申办机会。这一方案在昨天的大会上
得到了93%的赞成票，因此直接通过。

不过根据昨天大会的决议，2026 年世界
杯举办权最快将在明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前决
定，而不是之前披露的2020年之前，这就基本
断绝了其他有意向的申办国的准备时间。因此
美国足协主席古拉蒂仍然对美加墨三国联合
申办的举措信心十足，“我们很高兴国际足联
能有这样一个公开的程序，我们对自己的申办
材料的质量十分有信心。”

国际足联大会特别报道
申办2026年世界杯
中国只有“理论叫”
国际足联昨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申办规则，亚洲和欧洲当“替补”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国际足联代表
大会在巴林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2026
年世界杯申办的具体规则。国际足联官
方公告宣布：将邀请非洲、大洋洲、中北美
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美洲的国家和
地区的会员协会作为候选，正式向国际
足联提交主办申请，申办的截止时间是
2017年的8月11日。国际足联将在明年
6月13日的大会期间正式选出2026年
世界杯举办国。如果届时大会未能选出
主办国，则国际足联将邀请更多的会员
协会，包括亚洲和欧洲的国家和地区也
能够申办，那么举办国的决定就将推迟
至2020年国际足联大会上。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明年俄罗斯世
界杯前国际足联未能选出2026年世
界杯东道主的话，中国就可以直接提交
申请、要求主办2026年世界杯。尽管
希望极其渺茫，但是中国申办2026年
世界杯确实存在“理论叫”。

据巴西媒体《环球体育》报道，
2019年美洲杯巴西方面将会再一次邀
请中国队参赛，之前 2015 年国足就曾
因为要参加世预赛的原因拒绝过美洲
杯的邀请。

南美足联只有 10 个国家，所以每
一届美洲杯都会邀请一些别的洲份国
家参赛以扩大其赛事的影响力。之前日
本队、墨西哥队、美国队都曾是美洲杯
的“外卡”选手。在这次曝出的名单中，
来自中北美的美国和墨西哥、欧洲的传
统豪门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来自亚洲
的中国和日本，总计六支球队都在受邀
名单之中。

在巴媒眼中，随着中超凭借金元足
球崛起，让美洲杯盯上了中国足球这个
庞大的市场，现在在中超、中甲效力的
外援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巴西球员。
对于国足来说，能参加美洲杯是一个很
重要的锻炼机会，要知道南美球队几乎
都没有弱旅，即便是玻利维亚、委内瑞
拉这样的球队，在真刀真枪的情况下，
实力都在国足之上。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编译

美洲杯再邀国足参赛

花1000元买20万快递保价

燕窝碎了咋赔？
连日来，自贡市民杨女士很郁闷，

一直忙于向四川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顺丰速运公司”）索赔快递途中
被损坏的、保价为20万元的燕窝。杨女
士多次到当地消费者协会投诉并与顺
丰速运公司方面协商。最终，顺丰速运
公司方面表示愿意赔偿4万元，理由
为：物品没有全部损坏；燕窝损坏但不
影响其营养价值；客户不能提供证明物
品价值的有效发票。

“燕窝的市场价值，除了营养价值
外，还有外观价值。保价20万元，为何
只能赔偿20%？”杨女士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称，对于4万元的赔偿金
额，顺丰速运公司无法提供合法的定损
依据和定损标准；即便不能按照保价
20万元进行全额赔偿，但也应该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来定损和赔偿。

目前，双方仍在协商。杨女士表示，
若无法达成一致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5月11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在自贡市
一居民楼内见到了杨女士，她正在整理相关
材料，为12日的最后一次协商做准备。

杨女士讲述，4月12日，她受母亲吴淑琴
（化名）委托，通过顺丰速运公司向北京邮寄
10斤燕窝，保价20万元，保价费用1000元，同
时支付了391元运费。“交货之前，快递员确认
燕窝完好无损，而且确认了数量、重量。”杨女
士称，一共快递了6个件，其中五个件分装燕
窝，1个件为空盒，供收件方使用。为了确保燕
窝能完好无损地寄到北京，杨女士说，她曾再
三提醒收货员，一定要小心，按要求装箱运
输。杨女士称，这10斤燕窝为母亲所有，是近
年保存下来、没有食用完的。最近，母亲将燕
窝转手卖给北京的一位朋友，遂委托其快递。

“市场上的燕窝，完整度、成色不同，价格也不
同，有每克10元的，也有每克七八十元的。燕
窝的完整度对于市场价值很重要”。

4月13日，6个快递件抵达北京，并先后
送达收货方所在地址。“分批送达的，上午送
到了2个件，下午送达2个件。”收件人沈先

生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电话采访时称，第一个
件送达后，他开包验货，发现燕窝有破损，赶
紧致电快递员回来查验。此时，第二个件送
达，快递员与他一同开包验货，确认该件中
的燕窝也被损坏。下午送达的另外几个件，
均是他与快递员在场，由快递员负责开包验
货，均发现件内燕窝有不同程度受损。

4月初，沈先生经朋友介绍，决定向吴淑
琴购买 5 盏共计 10 斤燕窝，买价为 205000
元，双方签有协议，暂未付款。“她那个燕窝
品质不错，买来自己吃、也可以送人。”沈先
生称，燕窝的价格各不相同，完整、成色较好
的燕窝价格肯定更高，吴淑琴卖给他这5盏
燕窝品质属于中等偏上。发现燕窝损坏后，
沈先生感觉很可惜，考虑到朋友关系，他目
前只是配合吴淑琴向快递公司方索赔。

面对受损燕窝，杨女士替母亲向顺丰速
运公司提出赔偿要求。“损坏的程度在80%以
上，我保价 20 万元，按道理，应该按照 20 万
元赔偿，燕窝由公司处理。”对公司方给出的
4万元赔偿，杨女士不予接受。

寄件人：燕窝快递时受损，索赔20万A

快递公司：承认燕窝损坏，定损赔偿4万元B 对于杨女士的燕窝在快递中受损的事实，顺
丰速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属实。该负责人说，了解情况后，公司
方面一直在跟客户谈赔偿问题，但客户态度比
较坚定，不接受保险公司给出的赔偿价格。

该负责人介绍，经顺丰速运公司投保的
保险公司定损，赔偿金额为4万元，理由为：燕
窝没有全部损坏，损坏的燕窝没有丧失药用
价值，且客户不能提供有效的价值证明，所以
不能按照保价金额赔偿。该负责人说，除了没
有丧失药用价值，经与保险公司方面核实，为
确定燕窝的价值，工作人员进行了市场询价，

询价结果为每克八九元，与客户所称每克41
元的价格不一致。就此事，顺丰速运公司仍在
继续与保险公司沟通，为客户争取。

该负责人坦言，顺丰速运公司的保价业
务系外包给保险公司进行的，因此对于受损
快件的赔偿，由保险公司负责定损和赔偿。

《快递服务》国家标准的赔偿规定：如果判定
快件内件价值完全丧失，按照快件丢失赔偿；
如果快件价值部分丧失，依据快件丧失价值
占总价值的比例，按照快件损毁的比例赔偿。

至于定损标准和依据，该负责人称不清
楚，需要向保险公司方面进一步了解核实。

律师：以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可申请评估鉴定C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秀认为，消费者
与快递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如快件
受损，快递公司应根据合同上约定的赔偿条款
承当相应的赔偿责任。既然消费者对快件进行
了保价，那么就应该在保价范围内来赔偿。具
体赔偿金额，则根据实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
偿。在明确快件市场价值的情况下，如果快件
完全损坏，没有市场价值了，肯定要全额赔偿；
如果快件的价值是部分降低或者减少，按照实
际损失赔偿，可通过司法鉴定确认。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小虎
认为：首先，消费者可提供相关票据，证明物
品的实际价值；如无法提供有效证明，且双方
无法达成一致，可共同确认第三方机构来评
估其价值，并按评估出来的价值予以赔偿。

其次，对于快件的保价，一般情况下保价

金额与物品实际价值应相等或几乎相等，可
直接根据实际损坏程度赔偿。

再次，保价金额与物品实际价值有较大差
异时，赔偿也有不同。比如，一件价值5万元的物
品，保价20万元。如果出现损坏，应按照损坏程
度予以赔偿，赔偿金额不超过5万元；如果出现
遗失，且双方协商达不成一致，又无法认定和评
估实际价值，则可参照保价来索赔。又比如，一
件价值5万元的物品，只保价2万元。如果出现
损坏，则只能在2万元范围内，根据损坏程度予
以赔偿；如果出现遗失，最多赔偿2万元。

陈小虎提醒，在邮寄贵重物品时尽量按
照其实际价值进行保价，并尽可能保存好物
品购销发票或能证明其实际价值的相关资
料，以此作为遇到物品受损或遗失情况后的
索赔证据。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一证一票”真能遏制黄牛党？

近年来天价演唱会门票事件层出
不穷，暴露了国内演出市场的不规范。
黄牛党这一产业快速成长，也影响了
国内演出市场的发展。今年3月，阿里
收购市场占有率高达70%的票务网站
——大麦网，并在4月28日杨千嬅的
广州小型演唱会上首次尝试“一张身
份证买一张演唱会电子票”的入场方
式（以下简称一证一票），打响了向黄
牛宣战的“第一枪”。

只不过，从成都商报记者的了解
中，发现“一证一票”的愿景很美好，但
实际普及起来却障碍重重。有演出商
表示：“并不是所有演唱会都像张学
友、周杰伦、陈奕迅等歌手开唱那么好
卖，如果演唱会卖得不好怎么办？演出
商和票务公司会以折扣价给二级代理
（黄牛），通过他们来销售，但在票务网
站上是不能公开打折的，因为艺人和
唱片公司不会同意。黄牛手上有渠道、
有资源、有数据，比如就曾有演出商是
看黄牛报上来的包销数量来确定演出
场次的。我们再从人情方面来分析，你
不能让黄牛一直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吧？亏钱的时候你要他们承担，赚钱的
时候就不给人家机会吗？”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亚洲国际象棋个人锦标赛今开赛

由亚洲国际象棋协会举办的“四
川航空杯”2017亚洲国际象棋个人锦
标赛，昨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该赛事
是亚洲范围内水平最高的洲际国际象
棋个人赛事，将于5月12日至21日在
成都雅居乐豪生酒店举行。

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这项赛事，
该赛事面向国际棋联所有亚洲分区棋
协（3.1区-3.7区）的棋手，分为公开组
和女子组。比赛同时也是国际棋联男
子世界杯和女子世锦赛的资格赛，获
得公开组前五名的棋手可获得2017年
世界杯的入场券，女子组冠军则将直
通女子世锦赛。中国男棋手曾七度问
鼎公开组冠军，中国女棋手则五次获
得女子组冠军。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同室操戈
马竞连续四个赛季欧冠不敌皇马

尽管在昨晨2016-2017赛季欧冠
半决赛次回合中，马竞总算2比1击败
了皇马，但是仍然以总比分2比4的成
绩又一次被同样来自马德里城的老对
手淘汰。加上昨天的欧冠半决赛出局，
马竞已经连续四个赛季欧冠被皇马淘
汰（或者决赛被击败）。

本场比赛开赛之前，尽管面临客
场0比3不敌对手的劣势，马竞队主帅
西蒙尼仍然保有翻盘的希望，在他看
来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在老卡尔
德隆球场进行欧冠赛事的比赛。因为
下个赛季，马竞将会搬到新的万达大
球场踢球。马竞以2比0领先时开场只
有 16 分钟，距离扳平总比分只差一
球。但皇马大将伊斯科在第42分钟的
进球，终结了比赛的悬念。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编译

收件时燕窝照片（杨女士供图）

寄出时燕窝照片（杨女士供图）

蔡振华和张剑一直在为申办世界杯而努力蔡振华向因凡蒂诺赠送国足球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