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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四川谊钏锦辰商贸有限公司
财务章 5101079997201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成都漫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已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其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声明： 李红军购买于新神风
金牛座房号11-2-16-2购房款
收据NO5647857金额560000。代
收 维 修 基 金 及 税 费 收 据
NO7364407金额7508。 因本人原
因票据遗失登报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协益社保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公章 (上网章号5101000��
114137)、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9000717589588) 遗失作
废， 特此声明。

●吴霜身份证（510104198905�
091662）于2019年1月14日遗失
●成都新城西城市投资经营中
心遗失永盛污水处理厂建设项
目选址意见书（市政类）温规选
【线2007】 第056号原件1份，红
线图2007.11.13版原件1份，规划
条件通知书2008.8.14版原件1
份。现声明作废。

●阳坤杰， 川东监狱警官证遗
失（警号5139026）
●成都逛吃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公章 (上网章号51010599257�
79)遗失作废。●成都市青羊区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2016年09月
18日核发的成都逛吃帮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915�
10105MA61XLU82A)遗失作废。

●贺琼兰身份证 (号：51292419�
6511222000） 于2019年1月7日遗
失， 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
后果与本人无关，特此登报声明
●沈桂林医师执业证 (编码 : �
2011069111002914)遗失作废
●因本人何雪莲不慎遗失收据
一张， 该收据为东原晴天见商铺
租赁定金，时间2018.6.12日，金额
10973.3元，特此声明。

昨日，主题为“聚一次会 问一个好 品一道菜
获一个奖”的成都商报食尚大典2018年度榜单发布
会在位于太古里的网红异域餐厅苏坦中东料理热闹
举行。四川新滋味味业有限公司（新希望有言有味火
锅底料）喜获“年度最具成都礼物代表企业奖”。
喜获“年度最具成都礼物代表企业奖”

四川新滋味味业有限公司是新希望集团下的
调味品公司，新希望有言有味火锅底料自 2017 年
推出以来，深得消费喜爱。手工火锅底料延续传统
手工的双锅熬制秘法，一锅熬油，一锅炒料，历经慢
煮，严格遵从古法十二道工序，“备”“炒”“炼”“熬”
四大环节，以匠人精神和严苛的标准，保证了牛油
的醇香和味道的浓厚，真实还原手工火锅料的味觉
享受。此次喜获“年度最具成都礼物代表企业奖”是
实至名归。
享趣炒世界新希望有言有味网红餐厅打卡

2018年9月四川新滋味业推出的主题为“享趣
炒世界”有言有味网红餐厅打卡活动联动权威媒体
的权威发布，携手成都15位美食大咖集体带队打卡
15家网红世界美食餐厅，为时4个月的15场网红餐
厅打卡行动在成都美食届掀起一阵“有言有味美食
风”。其中，由念飨来自澳大利亚的主厨烹饪的有言
有味油封三文鱼成功成为活动当晚的光盘NO.1；来
自大象花园的泰国大厨现场熬制的泰国有言有味冬
阴功锅底连大厨尝过都点赞……

15场有言有味网红餐厅打卡，满足了有言有味
粉丝年度打卡愿望，更收获了各种有言有味异域菜
品做法，感受最具“成都礼物”代表的手工火锅底料
带来的百变魔力。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周婷婷

四川新滋味味业（新希望有言有味火锅
底料）获“最具成都礼物代表企业奖”

13 岁 的
宜宾叙州双龙
镇 女 童 罗 玉
京，由于缺少
家庭教育和关
爱，长期在外
游荡，逃学厌

校，在外偷东西经常被抓，一年被救助站救助数十
次而不悔改。罗玉京偏离正常的成长轨迹经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报道后，引起了当地政府高度重视。15
日，双龙镇党委政府专题研究，出台六条措施救助
罗玉京，让她尽快回归正常社会，回归家庭和学校。
目前，罗玉京父亲、爷爷等家人仍在浙江，表示不知
罗玉京身在何处。

帮扶 专题研究，政府六项举措救济

宜宾市叙州区双龙镇党委政府对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报道中提及的罗玉京当前情况高度重视，15
日上午双龙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对罗玉京给予特
别帮扶，使之尽快回归正常社会。

双龙镇拟定的具体帮扶措施包括法律援助+就
学帮扶：根据家庭实际情况，由双龙镇司法所对罗
玉京的法定监护人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明确其抚养
责任，增强家庭关爱和教育；根据本人意愿和实际
情况，一是选择在双龙镇中学或者学籍地雷波县沙
坪中学就学；二是联系工读学校就学。

民政救助+社会帮扶：每月给予罗玉京400元
救助金，确保其受教育期间生活基本保障；同时，双
龙镇政府联系社会爱心企业承诺对罗玉京给予每
年1000元的助学捐款。

关爱帮扶+心理疏导：双龙镇成立针对罗玉京的
长效帮扶小组，同时由双龙镇关工委和村关爱小组分
别明确专人，不定期对罗玉京开展心理疏导工作。

尴尬 爱心受阻，不知孩子身在何处

帮扶方案拟定了，帮扶资金也已到位了，但很
快又遭遇了尴尬。因为罗玉京的父亲和爷爷也不知
道罗玉京所在何处。

双龙镇政府工作人员获悉，罗玉京可能在云南
省某地餐馆打工。马不停蹄赶去却扑了个空，“事前
不能给她打电话，不然她肯定跑了。”双龙镇党委副
书记李陈告诉记者，以前他们帮助过罗玉京多次，

“但看到村镇干部接近，她提前就跑了。”
李陈等镇村干部遇到的尴尬，也曾发生在记者

身上。新闻刊发后第四天，罗玉京打电话责问记者：
“我的事关你什么事？我晓得偷东西不对，但关你什
么事？不要你管！”

爷爷罗天银告诉记者，“政府说要帮我孙女，他
们要帮就帮。但是孙女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对于罗
玉京家长的态度，李陈也很无奈：“只要他们不反
对、不阻拦，就是最大的支持。”李陈说，政府会继续
想办法寻找罗玉京，直到把她送进学校过上正常生
活为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每年每年10001000元助学捐款元助学捐款、、
每月每月400400元生活救助金……元生活救助金……

帮扶资金已到位
13岁少女仍无踪影
当地政府出六项措施帮扶

当接到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
时，30岁的邓女士激动得热泪盈眶，她为了这一
纸判决书奔波了两年期间，这期间经历的困难不
言而喻。

2017年初，西昌车主邓女士花58.8万元，在
攀枝花跃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西昌分公司购
买了一辆“捷豹”汽车。在总共花67万余元上路后，
邓女士在正常驾车途中，新车出现方向盘抱死，好
在她及时采取紧急制动，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然而，邓女士找汽修店检查时才发现，车子的
方向机被更换过，但这遭到该公司的否认。为此，
她找到西昌“12315”申诉举报中心维权，该中心
联系了汽车司法鉴定机构对车辆进行鉴定。在多
次协商无果之后，邓女士将该公司告上法院，要求
退一赔三。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赔偿邓女士购车
款、交强险、购置附加税等共计67万余元，并按退
一赔三原则，支付三倍赔偿金167万余元，共计
234万余元。

蹊跷出现

花58.8万买来的新越野车
一个月后方向盘两次失灵

邓女士介绍，2017年1月25日，她
在攀枝花跃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西
昌分公司，以58.8万的价格购买了一辆
进口“捷豹”锋湃SUV汽车，签订合同当
日就支付了全部购车款。“加上购置附加
税、车险等，上路一共花了67万多。”

“新车拿到不久后，我就发现方向
盘不是很灵活，刚开始她也没有在意，
以为是自己对新车还不适应。”然而，购
车刚一个月后，邓女士开着新车载全家
人外出，正常行驶过程中，该车的方向
盘突然失灵，行驶过程中抱死不动，还
好她当时没有慌张，采取了紧急制动，
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回忆当时的险
情，时隔两年了邓女士都还心有余悸。

事情发生后，邓女士第一时间向
汽车销售公司打了电话，她说：“公司
技术人员告诉我们，车辆熄火再重新
启动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照此操作后，
方向盘也就能用了。”随后，邓女士再
次将汽车发动并开走了。

“当时，我们也没有过多考虑会（方
向盘）不会再出问题，结果三天后，新
车行驶过程中方向盘抱死问题再次出
现，险些引发交通事故。我立即电话联
系销售商家，并按要求将车送到公司。
技术人员说要做一个方向机升级，但
我们也不懂。”在升级了方向机后，方
向盘能动了，邓女士又把车开回家了。

疑点重重

发现新车方向机是旧的
销售公司拒不承认

过了几天，邓女士开车去清洗
时，洗车场的工作人员发现这辆新车
的方向盘居然有锈迹。细心的清洗人
员向邓女士提出了疑惑。随后，邓女
士就近找了家汽车维修店去检查，检
查的初步结果怀疑是一部旧方向机。

邓女士立即向公司方面提出质
疑，“他们直接答复就是没有更换过，也
不认可我的疑问。”2017年4月19日，
邓女士无奈之下只好投诉到西昌市食
品药品和工商质量监管局“12315”申
诉举报中心，走上了维权之路。

该中心主任罗珏说，邓女投诉的
这起案件具体的维权过程非常复杂。

“一开始，邓女士的诉求就是要求公
司更换一个新的方向机。”罗珏介绍，
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
维护商家的利益，因此希望双方通过
调解协商。然而，公司方面也否认拆
卸和更换过方向机。

“那么，维权中最大的困难是没
有证据证明方向机被拆卸过，取得证
据的唯一途径是专业检测。”罗珏说，
他们对邓女士的车辆进行封存后，并
决定对该车实施鉴定，以保全证据的
真实性。“经过多番努力，先后联系北
京、上海，以及云南、重庆等地有检测
资质的机构，最终选择昆明理工大学
司法鉴定中心对车辆进行鉴定。”

维权之路

与公司“斗智斗勇”
提前通过法院冻结财产

罗珏介绍，就在准备邀请技术人
员到西昌开展检测时，汽车销售公司
的一个负责人给“12315”中心打来电话
说，方向机确实拆卸过，但绝对没有更
换过。但是，邓女士不认可这种说法。

对此，西昌“12315”申诉举报中心
立即联系到昆明这家鉴定机构，要求派
人到西昌检测认定。“然而，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该公司一位老总来到了“12315”
维权中心，该老总表示，之前负责汽车销
售方面的联系人已经调走了，转由他负
责这件事，他们通过调查，发现这个方向
机是更换过的。”罗珏说，司法鉴定书的
结果也显示：原装方向机（转向器）已被
更换，现安装的方向机为非全新件。

“他们（公司）的这种行为，这已经
构成了一种欺诈行为。”之后，邓女士
向提出公司更换一个新的方向机，同
时赔偿10万元，但多次协商未果，“最
后少到5万，公司都不同意”。于是，邓
女士一纸诉讼将该公司告上了法院。

“我们先后组织调解不下5次，该
公司每次都带了律师，期间还换了多
个律师。”罗珏介绍，在固定邓女士的
笔录及鉴定机构的相关证据之后，立
即建议邓女士到法院去主张诉前保
全，“当时，已经发现公司方面已经在
转移财产，将部分车辆开走，法院及时
冻结了该公司账户上的270万元。”

索赔成功

法院二审终审判决
退一赔三共获赔234万

经过西昌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
销售案涉车辆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去年
5月17日，该院依法作出判决：邓女士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其所购买的汽车退
换给该公司；该公司退还邓女士车款、并同时
赔偿原告邓女士购置附加税、交强保险费、鉴
定费等，合计67.14余万元；该公司支付邓女
士购车款的三倍赔偿金167.4万元。

法院判决后，该公司不服，向凉山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去年11月29日，凉
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一审的判决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从买车到向12315中心投诉，到向法
院提起诉讼，再到法院终审判决长达两年，
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在汽车销售商家、维权
中心和法院之间奔波。”邓女士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获得共计234余万元的
赔偿金，也算是给这起历时两年的消费维
权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对这个结
果很满意，要特别感谢12315中心工作人
员的帮助，不然可能根本无法索赔成功。”

上周五，邓女士做了一面印有“消费
者权益守护神，热情高效优质服务”字样
的锦旗，送到西昌市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
监管局，交到了该局“12315”维权中心主
任罗珏的手中。昨日，她告诉记者，本月初
所有赔偿已经全部到账。罗玲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过三关就能赢品牌口红？
网红口红机 背后有玄机
商家揭秘：游戏难度能调节，出奖概率“随便填”
记者亲测：连玩4盘都卡在第二局

近日，有网友爆料在成都各大商场出现
一种抖音新晋网红——口红机，只要花10
元玩游戏通3关即可赢得几百元的大品牌
口红。根据网友提示，1月15日，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来到青羊万达广场，这台红红
绿绿的口红机摆放在商场一个大门口。口红
机上有几十个格子，格子上摆放了各种大品
牌口红，包括迪奥、纪梵希、雅诗兰黛等。口
红机上提示，10元/局，可以试玩两局。

记者试玩了一下。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屏幕上会出现一个不停转动的水果，点击
屏幕中的口红符号，口红符号落在水果上，
在规定的时间全部插入且不撞到水果上的
口红为赢。第一局水果上没有口红，玩的时
间为30秒；第二局水果已有两支口红，通
关时间为40秒。试玩结束，记者花10元正
式开始游戏，却每次都卡在第二局，连玩了
4盘，均无法进入第三局。

口红机网店：中奖概率可以设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以“口红机”为关

键词在网购平台上搜索，与青羊万达广场类
似，但不同品牌和厂家的“抖音网红口红机”
出现不少，价格多在四五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记者以购买口红机为由向三家网店询
问，三家均表示，游戏难易程度可以设置，
中奖概率可以设置。有店铺给记者发来了
口红机后台管理讲解视频。在“游戏参数设
置”一栏，游戏币数设置显示：多少币玩一
局，讲解人员介绍一般是10币一局，1币一
元；游戏难度同样可以调节。在“礼品与格
子”一栏，每个格子根据放置内容分别设置
为不同区域，“进货价格你填150元，如果
你要赚一倍的话，购买价格你可以填300
元，出30局，反正你随便填。”讲解人员说。

生产商：原理与娃娃机一致

青羊万达口红机的生产商广州市地心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人员黄小姐告诉记
者，口红机大概从去年8月开始面世，生产
商主要集中在广东，该公司的口红机价格
为1.68万元，目前已经销售了两三千台，主
要销往一线城市。黄小姐坦承，口红机原理
与娃娃机一致，游戏出奖概率可以设置，出

奖模式有两种，第一种为固定模式，若设置
为20局出一次，则前19次无论怎么玩都不
会出奖，第20次若玩的人水平不行，则会
累计到第二个20局出，以此类推。

“在第二个20局中，系统会自动放水,让
你过。”黄小姐说，若设定为随机模式，则出
奖机会是随机的。

律师说法
或涉嫌消费欺诈 建议向相关部门举报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方
毅律师认为，口红机玩游戏的金额较小，
不涉及赌博，但其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
情权。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健则认
为，按照游戏参数设置，在前面19局消费者
无论如何玩都赢不了，这种经营模式涉嫌
消费欺诈。“这跟有奖竞猜有点类似，但这种
有奖竞猜的结果是可以由店家控制，涉嫌欺
诈消费者。”蒋健说，建议向市场和质量监管
部门举报，由相关部门予以查处，包括没收
口红机及予以相应罚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谁能挽回13岁少女的偏离之路

10块玩一局游戏，过三关就能赢
得一支几百元的品牌口红？近日，网
红口红机见诸成都市各大商场。这种
游戏以小博大，极具诱惑力，吸引了不
少年轻人。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过三关就能
赢一只品牌口红只不过是噱头，实际
上多少局才能出一只口红是由商家设
置，完全由店家掌控。有法律人士表
示，可以控制结果的有奖竞猜涉嫌消
费欺诈，市场和质量监管部门应该予
以查处。

邓女士购买的捷豹汽车

游客正在玩口红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