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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邀您答题种树
成都启动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
国低碳日主题活动

6月11日~17日是第28个全国节能
宣传周，主题为“节能降耗、保卫蓝
天”，其中6月13日是第6个全国低碳
日，主题为“提升气候变化意识，强化
低碳行动力度”。日前，成都市正式启
动全国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系列活
动，启动建设成都首个低碳出行碳普
惠项目，倡导市民从衣食住行开始节
能减排。

6月13日，市发改委、市公安交管
局等单位联合宣布启动“少开一天车，
低碳蓉e行”项目，建设我市首个低碳
出行领域的碳普惠项目。

据悉，“蓉e行”作为全国首创的交
通众治公益联盟平台，符合条件的注
册车主绑定车辆后，可通过平台自愿
申报停驶，履行承诺并通过智能交通
监测设备审核的，将获得积分并可在

“蓉e行”福利商城兑换各类奖励。自
2017年7月23日上线以来，武侯区、金
牛区、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高新区
等6个行政区划范围，共1.47万辆私家
车申请停驶8.32万次，合计停驶16.97
万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2000吨。

作为成都低碳城市建设的示范项
目，该碳普惠项目将充分发挥“蓉e行”
平台优势，合理核算并赋予车主停驶
减排形成的“碳资产”，运用普惠机制、
市场机制兑换绿色低碳产品甚至货币
奖励，实现对低碳行为的普惠激励，助
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成都市发改委（市节能减排及应
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今日共同发起

“节能低碳主题知识竞赛”，旨在普及
节能低碳知识，引导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活动期间，市民关注“成都发展改
革”微信公众号或扫描文末二维码即
可参与知识竞赛。竞赛随机生成10道
单选题，涉及节能低碳基础知识、成都
低碳城市建设相关内容。前1000名答
对8道题以上的参与者，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管委会将以参与者个人名义种
下一棵树。答题结束后还可以将成绩
分享到朋友圈，邀请朋友一起答题种
树。今年秋季，参与者凭借“树苗编号”
就可以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碳中
和项目”基地找到自己种下的树。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电梯故障高发也引起了主管
部门的注意，目前，新都区市场和
质量技术监督局特设科已经介入，
并进行了现场调查。据特设科相关
负责人李先生介绍，目前看来，电
梯的维保是按照规定在进行，物业
在突然状况时的处置上还存在专
业不足的情况。

而就小区电梯本身的故障情
况，李先生介绍，近期的故障率的确
偏高，电梯存在偶发性故障。目前，
对物业和维保公司提出要求，在排
除隐患确保电梯安全的情况下，再
投入使用。已经要求电梯厂商派专
业技术人员前来进行全方位检查。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电梯问题？
使用不当？
电梯施工维保公司及生产方将前往检查

突然驻停、轿厢
滑坠、人员被困……
自今年1月底交房至
今，不到半年时间，
位于成都市新都区
新繁镇欧尚花园小
区内的4部住宅电
梯就频频出现故障，
让业主们人心惶惶。
更为夸张的是，就在
几天前，不足24小
时，两栋住宅的两部
电梯就连续发生人
员被困的情况，其中
还包括8名小学生。

据物业方统计，
至今大大小小的电
梯故障不下50次，
其中包括大修1次，
人员被困不下5次。
而在物业每天的巡
查记录中，电梯小毛
病几乎是常态。但另
一方面，电梯维保公
司每月两次的维保
记录上却显示：所有
28个维保项目均符
合要求。

业主们认为电
梯存在安全问题，并
提出了更换电梯的
诉求。目前，新繁镇
质监所已经介入调
查，电梯施工维保公
司及电梯生产方也
将派技术人员前往
小区进行检查。

小区电梯半年发生故障50多次，每月两次的维保记录均“正常”

一个案例一个案例
“客服”来电称会员操作失误
3小时被骗走4.21万元

李先生来自自贡，回忆起5月的
遭遇，他情绪仍有些激动。5月6日晚
8：30左右，他接到一个包含“400”和

“1919”的电话，不一样的是，电话的
开头还有“+8816”等数字。

“对方说标准的普通话，自称是
1919酒类直供的客服。”李先生回忆
道，对方先是问了今年2月份其购买
红酒的体验，“我确实是他们的会
员，2月份的时候也买过红酒。”李先
生当时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紧接着，“客服”称，因为工作人
员的误操作，将李先生登记成了经
销商会员，“她说，经销商会员每个
月会自动从关联的银行卡中扣取
500元，问我要保留还是取消。”因为
买酒不多，李先生要求取消。

“对方又说，需要我自己向银行
说明情况，但是可以直接转接银
行。”李先生表示，当时他还很不满，

“但是对方在电话里一直说抱歉，态
度显得很诚恳，我也就心软了。”接
着，“客服”告知了李先生一个“受理
单号”，电话便被转至另一个所谓的

银行工作人员那儿。这个工作人员
似乎并不着急，“跟我聊天，问我有
没有信用卡之类”，接着又给了李先
生一个据称是银联排号和单号的两
组数字。

“问我支付宝的余额、绑定了哪
些银行卡以及卡上余额。”李先生当
时曾有怀疑，“对方说，银联要登记，
看余额是不是超过500元；另一方
面，如果操作不成功，发生扣款后可
以追回。”李先生告诉记者，那会儿
自己已经有点晕了，对方让他打开
支付宝，进入转账界面，“告诉了我
一个王姓名字，然后让我在转入银
行卡一栏依次填写之前获得的三组
单号的数字。”转了5.06元，没成功，

“对方称这是登记的步骤。”
然后，李先生被要求查看自己

的蚂蚁借呗，得知李先生有2万额度
后，对方称需要“清零”。这一次，对
方要求李先生将2万元和另一张卡
上的8000元余额转入一张建行卡，
再进入关联的微信转账界面。“收款
的还是填那个王姓名字，账号在填
完那三组数字后，她又说了一个尾
号，这次转账成功。”

事情没有停止，询问李先生是
否还有其他账户没有“清零”后，她
又引导李先生下载了一款贷款软

件，并注册成功。接着用同样的方法
将其中的1.4万元额度转走。

“这时候感觉被骗了。”李先生
表示，当时已经是晚上11：30，他以
手机没电为由挂断了电话，并去往
派出所报警。“凌晨1点过，对方还在
继续打来电话。”

不是孤例不是孤例
受骗者均为1919平台会员
有人被骗21万余元

李先生的经历并不是孤例。他
上网检索后，发现全国多地都有网
友遭遇了同样的骗局。

“说是1919酒类直供的客服，然
后说会员登记错误，打了5个小时的
电话，喊我操作银行卡。”从江苏无
锡赶到成都的邱女士告诉记者，她
被骗走了4.6万余元；从杭州赶来的
王先生，则被骗走了7.6万余元；西
安的李女士也被骗走了5万余元。12
日上午，多名受害者从全国各地赶
到1919酒类直供在成都的总部，希
望给一个说法。

“我们大家建了一个微信群。”
李先生告诉记者，群里目前已经有
来自全国的12名受害者，“大家都是

1919酒类直供的会员，一共被骗了
60多万元。”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已
知被骗最多的是成都的樊女士。“被
骗走了21.88万元。”樊女士向记者
展示了自己的转账记录。

“打来的电话号码里有‘400’和
‘1919’，和官方客服电话（4009991919）
很像，但是最前头有‘+8816’等数
字。”邱女士说，不仔细想的话发现
不了异常。而令他们相信对方是真
客服的，还是电话中对方说出的细
节：“能准确说出我们的个人信息，

而且对我们在1919上的消费记录一
清二楚。”报警之后，大家也都怀疑：
是不是1919酒类直供的用户信息发
生泄漏？

尚不明确泄露途径
初步排除内部员工可能

“我们也是受害者。”11日中
午，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及法务中心负责人罗
先生向记者表示，大约4月份的时
候，公司就接到用户反映，“说有人
假冒我们的客服收取费用，当时我
们也去派出所反映了情况。”之后，
因为陆续有用户反映遭遇诈骗并
出现损失，5月3日，公司再度到派
出所报警。罗先生也向记者展示了
警方的接警回执。

“从可能性上来说，能接触到用
户信息的，有可能是公司内部人员，
有可能是第三方物流，也有可能是
外部入侵系统。”罗先生说，事发后
他们也找了5家网络安全公司对系
统进行排查。“我们的网络是按照相
应规定，对用户做到了足够的保
护。”他表示，尽管尚未明确信息泄
露的方式，“初步判断，排除内部员
工的可能。”

“事情发生后，我们向用户发
了三轮提示短信。”罗先生介绍。据
公司掌握的情况，目前有多少用户
遭遇信息泄露和诈骗？罗先生称，
不便透露，下一步他们将积极配合
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记者了解到，
多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平台对用户信息
有保护义务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
所律师陈小虎告诉记者，泄露公民
信息，若情节严重，涉嫌侵犯公民信
息罪。如果李先生等用户想追回损
失，可以向实际诈骗方要求赔偿，

“也可以向实际泄露信息的单位或
者个人追偿。”至于1919酒类直供平
台，如果是其泄露的用户信息，则要
承担一定责任，“具体要看平台是否
有过错。”

“虚假客服电话骗钱系网络
诈骗，犯罪嫌疑人应当承担民事
和刑事责任。”四川广力律师事务
所律师邢连超认为，若信息泄露
过程中存在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的
情节，则相关人员应被行政处罚，
甚至承担刑责。他表示，若1919酒
类直供平台对用户信息没有尽到
保护的义务，“平台在管理上存在
失责，应对被盗信息的用户赔礼
道歉。”不过，用户被诈骗与公民
信息泄露或被盗之间没有必然的
因果关系，原则上1919平台不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记者 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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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操作有误，是否修改？”
多名1919用户遇假客服诈骗

接到一个自称是1919酒类直供客服的电话后，3个小时
的通话时间里，自贡的李先生被对方以会员误操作后修改
的名义，骗走了4.21万元——这其中包括3.4万元的借款，
李先生甚至还在对方的“指导”下安装和注册了网贷软件。

“当时真的懵了。”李先生感叹。和他同样经历的人，还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1人，其中一女子被骗走21万余元，而他
们都是1919酒类直供的会员。感觉到假客服对自己的个人
信息、消费记录一清二楚，大家也怀疑1919酒类直供的用户
信息遭遇泄露。

记者获悉，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已经报警，并找了网络安全公司对系统进行排查，
“目前尚不清楚用户的信息是怎么泄露的。”

用户：“对我们信息一清二楚”，疑系统信息泄露
1919平台：已报警，尚不明确泄露途径

6月8日下午，多名学生被困电梯
（受访者供图）

1919酒类直供会员樊女士被骗走21万余元

2018年6月12日，受骗的1919酒类直供会员来到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总部，希望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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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频发
不到24小时9人被困
业主提出更换电梯

6月7日晚10时30分许，家住新都
区新繁镇欧尚花园小区2栋2楼4号的
张先生在前往11楼涂女士家测量窗帘
尺寸时，被困在了电梯轿厢内。电梯内
手机没有信号，叫喊无人应答，在敲打
了近40分钟电梯门后，张先生才被涂
女士老公发现，随后被物业人员救出。

张先生被困的位置正好在11楼。他
介绍，从2楼进电梯，按下按钮上行过程
中，除了电梯稍微有点晃动，其余并没
有什么异常。但到了11楼后，电梯门却
无法打开，整个轿厢也停着不再动。

6月8日下午5时许，又一起人员被
困的情况发生了——8名小学生被困
在一栋18楼的电梯中。最先发现情况
的是住在该楼层的江先生，据其介绍，
先是在门口听到一阵阵激烈的踢门
声，走近后才发现电梯里困着人。几分
钟后才在物业人员的帮助下打开电梯
门，“当时停在17到18楼之间的位置。”

24小时内接连两起人员被困，业
主们终于忍不下去了，提出希望更换
小区内的故障电梯。

12日中午，多名业主向记者讲述了
小区电梯的种种故障。住在2栋2楼的刘
先生介绍，今年3月就曾遇到过一次故
障，“当时我准备从2楼下1楼，结果进去
后一下就跑到了10多楼。还有一次要上
去，结果又一下跑到了下面。”因为楼层
低，之后他就很少再坐电梯了。

郭先生住在2栋24楼，据其介绍，
今年3月的一天，老婆带着孩子还有一
个婴儿车，电梯直接从23楼掉到了16
楼，“监控都看得到，电梯一直在抖，人
也被吓得不轻。之后将孩子抱到了24
楼，不敢再继续坐电梯。”

业主们称，小区于今年1月28日左
右交房，业主陆陆续续开始进驻装修，
电梯也不断出现故障。“电梯是不是哪
里不对，希望能够更换电梯，这个太不
安全了。”现场一名业主表示。

而就在记者离开后不久，12日下
午，多名业主向记者发来视频，小区再
次发生人员被困的情况。

物业方面/ 半年故障50次以上 困人不下5次

“确实故障发生得比较多，这
几天一直都在跟质检、工商等部门
汇报情况，基本上每天都有些小毛
病。”小区物业负责人唐先生称，自
小区入住以来，有记录的故障已经
不下50次，其中发生人员被困也不
下5次。

记者查看发现，在两本巡查
记录中，电梯在平稳运行方面以
及按钮等配件方面，常常有晃动
异响或者锁芯损坏的情况。而在
另一摞厚厚的电梯维护保养记录
本中，对于电梯维护的记录则显
示，多个项目符合要求，电梯正

常。这些电梯维保项目包括机房、
滑轮、制动器、照明、层门门锁电
气触点、轿门安全设置等28项，保
养结果均没有异常。

唐先生介绍，目前业主们提出
更换电梯的诉求，物业肯定也会配
合，但需要由第三方有资质的机构
检测鉴定才行。唐先生同时表示，
由于近半年来一直是小区的装修
期，电梯故障的发生肯定跟使用有
很大关系，但如此故障高发的情况
也不排除电梯本身有一些问题，

“问题具体出在哪儿，还是需要电
梯公司说明。”

电梯公司/ 业主使用不当是主因 已安排专人检查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所装电梯
为帝奥电梯，施工单位为溧阳奥通
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日常维护保养
也由帝奥电梯委托奥通电梯公司
进行。据奥通电梯公司现场负责人
沈先生介绍，欧尚花园共有8部电
梯，其中4部用于商业、4部用于住
宅，目前故障多发的是住宅电梯。

沈先生表示，小区电梯每半
个月维保一次，维保时确实没有
发现问题，但由于电梯是人为使
用，使用中的一些状况不好掌握，
也不可避免。“有可能我上午10点
检查没有问题，但11点就出故障
了，因为这时可能会有不当使用
的情况出现。”

“目前来说，主要原因还是在
业主们使用不当造成的。”沈先生

介绍，电梯安装后是通过了成都市
特种设备检验院检验的，后期的维
保工作正常进行，“因为小区在装
修，可能装修工人在使用的时候就
不太注意。”

“另外，这里电梯使用的是新
一代系统，安全系数很高，在使用
不当时会触发电梯的自动保护，比
如在电梯门开关3到8次就可能驻
停。再如外门的缝隙进入了沙石
后，关门的时候合力比较大，门能
够正常关上，但在运行过程中合力
减少，门可能会出现缝隙，就会被
认定为在开门，触动保护装置。”沈
先生分析。

沈先生表示，目前已经协调了
公司总部及电梯厂商的技术人员
前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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