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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更 应
该反思，该事件
之 所 以 引 爆 网
络，更在于事件
的典型性、恶劣
性。车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消费
者 维 权 却 遭 遇
百般刁难。

让 网 友 心
有戚戚的是：如
果 只 有 采 取 极
端 方 式 才 能 维
权，只能说明监
管缺位，市场经
济 法 治 建 设 还
有短板。

奔驰方面除
了应该给当事人
一个交代外，更
应该查清楚新车
漏油的原因，给
公众、社会一个
交代，因为这可
能是比售后服务
质量不高更严重
的问题。

作为管理部
门的西安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在
协助车主维权的
同时，还要有针
对性地调查该4S
店是否还存在其
他问题，以及管
理部门在维护消
费者权益方面还
存在哪些短板。

据澎湃新闻

世界最大飞机
顺利完成首次试飞

据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企业斯特
拉托发射系统公司13日发布公报说，由
该公司开发的世界最大飞机当天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顺利完成了首次试飞。

据介绍，这架名为“斯特拉托”的
双体飞机采用双机身设计，拥有6台发
动机，总重近230吨，翼展约117米。

美国西部时间13日6时58分（北京
时间13日21时58分），飞机从加州莫哈
韦航空航天港起飞，在莫哈韦沙漠上
空飞行了两个半小时，最高时速达到
每小时约304公里，最高飞行海拔高度
近5200米，随后返回莫哈韦航空航天
港，安全着陆。

公报说，任务团队进行了标准的飞
行测试演练，执行了各种飞行控制操作
以校准速度，并测试飞行控制系统，包
括偏航机动飞行，俯冲、拉升以及稳定
航向侧滑等。飞机在最高超过4500米的
海拔高度进行了模拟着陆演练。飞行员
在成功返回莫哈韦航空航天港之前评
估了飞机性能和操控品质。

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首席执行
官让·弗洛伊德表示，这是一次美妙的
首飞。这次飞行将公司的使命向前推
进了一步，未来将为火箭地面发射系
统提供灵活的替代方案。

为争夺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已故美
国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于
2011年创立了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
旨在将飞机打造为火箭的空中发射平
台。据介绍，“斯特拉托”将来可以携带
不同类型的火箭从地面升空，作为一个
移动发射平台，让火箭在高空点火、发
射、脱离大气层，并将卫星送入轨道。飞
机的加强型中心机翼可以支撑多枚运
载火箭。这种做法较传统地面发射方式
更准确、快速，成本也更低。

美国航天局科学任务理事会副主
任托马斯·楚比兴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表示，这架飞机创立了新纪录，此次首
飞是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任务团队
开创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未来将前
往太空边缘以及更远的地方。

英国议员发
引渡阿桑奇公开信：
首选瑞典

超过70名英国议员12日深夜向内
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发出公开信，呼
吁他优先考虑将“维基揭秘”创始人朱
利安·阿桑奇引渡至瑞典，而非美国。

截至13日，瑞典方面没有向英方
提出引渡阿桑奇的请求。阿桑奇11日
遭英国警方逮捕，美方提前向英方提
出引渡请求。

在公开信中签名的议员大多数是
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籍议员，另外有
数名执政党保守党籍议员。

他们在公开信中呼吁，如果瑞典
方面重新启动对阿桑奇的调查，贾维
德应向瑞典方面“给予一切帮助”；英
方应该“发出强烈信号”，即打击性犯
罪是英国政府的首要目标。

根据英国法律，如果两个国家同
时向英方申请引渡同一人，将由内政
大臣作出最终决定。

工党内政事务发言人戴安娜·阿博
特13日告诉媒体记者，阿桑奇违反保释
规定以及瑞典检方可能重新对他发起
调查，这两件事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但是，美国提出引渡请求，缘由
是与他泄露美国军方行动相关的罪
行。”阿博特说，“这种引渡不正确，所
以我们反对。”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
办公室11日晚些时候发布声明，指认
阿桑奇涉嫌破解一台美国政府涉密电
脑的密码，如果定罪将面临最重5年监
禁刑事处罚。

美联社报道，引渡过程通常比较
漫长，阿桑奇可以多次提起上诉；他最
终引渡至美国或者瑞典预期将耗时1
年甚至更长时间。 据新华社

对得起“奔驰”？

西安“奔驰女车主哭诉
维权事件”持续发酵。当事人
王倩（化名）告诉记者，这几
日，“我家、我的手机、我的亲
朋都被‘围攻’了，我承受了
很大压力。”

她说，自从她坐在奔驰车
上哭诉维权的视频被人没有
打马赛克发在网上的那一刻，
这个事情就已经没有回旋的余
地。“到了这个份上，已经不是
我一个人的事了，所有人都在
等待一个答复。4月13日，奔驰
那边本想当天就把钱退给我，
但我没接受。这个事情疑点重
重，我希望通过这个案例，提醒
大家少被坑，或者看看4S店到
底有何不正当行为。”

事情要回溯到半个多
月前。3月22日，王倩与家人
前往西安利之星奔驰4S店提
车未果，对方称，要做新车检
测（PDI）。5天后，即3月27
日，他们再次前往。此次虽将
车开出，但行驶不久后仪表
盘即出现“下一次加油时，加
注1L发动机油”的提示，店
员称，发动机漏油了。之后数

日，王倩多次提出退车但未
果。最终，4S店给出的解决方
案是，“只能换发动机”。

对此王倩与丈夫均无法
接受。4月9日，王倩再次来到
4S店与店方理论。她情绪激
动，坐在一辆红色奔驰车的
引擎盖上哭诉，“我不信天下
没有说理的地方”。

王倩告诉记者，她在与
店方理论时被人拍了视频，
并在网上发布，她对此并不
知情。

此后，有消息传出，西
安利之星奔驰4S店已与王
倩和解。但很快即遭到王倩
否认。之后数日，该起事件
持续发酵。

4月14日早7时10分，“西
安发布”发布消息称，市场监
管部门已对“利之星”立案调
查，责成尽快退车退款，并对
涉事车辆依法封存。

王倩告诉记者，目前，她
仍在等待政府部门的调查及
处理结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春

西安利之
星奔驰4S店女
车主维权已成
网络热搜事件。
目前市场监管
部门已对“利之
星”立案调查，责
成尽快退车退
款，并对涉事车
辆依法封存。而
记者调查发现，
西安利之星法
定代表人拥有
马来西亚“拿督”
头衔；西安利之
星此前曾多次
被曝因车质量
问题引发车主
维权的事件。

记者梳理发现，涉事奔驰4S店西安利
之星此前曾被曝多起因车质量问题引发
车主维权的事件。

据华商报2016年2月报道，朱女士在
高新区西安利之星奔驰4S店花48.6万元购
买了一辆奔驰GLC300。次日提车，还没到
家，发现仪表盘上的“黄灯”亮着，后按照
工作人员建议更换汽油后仍未奏效。

随后，4S店向其出具了一份书面答
复。答复称，车的情况为“车辆行驶中仪表
故障灯点亮”，“确定了导致仪表故障灯报
警的原因”，并直接给出维修方案：“可以
通过更换变速箱控制电脑予以修复”。

朱女士向媒体表示，这份回复没有明
确说是发动机故障灯，也没有进一步明确
故障原因，就直接给出维修方案。

同年5月，据陕西交通广播报道，甘肃
武威的张先生在西安利之星花260万元，
购买一款迈巴赫S500，在行驶1900公里
后，出现“机油渗漏”情况。

当时兰州奔驰4S店提供的检验报告
中指出，建议车主检修曲轴后油封渗油。

随后，张先生向4S店提出“换车，加价
退回来”的要求。后经调解，双方协商一
致，4S店承诺在修好车的基础上赠送5.5万
元的代金券。

2018年4月，陕西都市快报曾报道，车
主高先生在西安利之星花246.3万元购买的
一款奔驰G63越野车，在行驶达6000公里左
右后，多次遭遇“偶发性方向盘抖动”问题。

4S店反复检查后，一直未能查出故障
原因。为排查问题，4S店在车上加装了一
部指向驾驶位置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
2018年春节前后的一次方向盘抖动过程。

当时，工作人员承认方向盘抖动不正
常，但表示将视频提供给奔驰厂家，依然
无法做出故障原因的判断。

4S店称按厂家要求，要在高先生驾驶
位车顶部位再安装一部可以同时拍摄方向
盘、仪表盘及前方路况的行车记录仪。

高先生表示可以继续实验，但4S店需
要提供书面保证，对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因方向盘抖动而引发的一系列危险后果
负责，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 据澎湃新闻

针对王倩描述的车辆问
题，北京一家4S车店专业维
修奔驰车的张华（化名）称，
进口车辆出售前要做检测共
100多项，“如果做了检测，发
动机问题肯定能被查出来。”
他还表示，汽车进口程序严
苛难出问题，有可能是国内
运输途中出现意外，将运损
车原价销售。

王倩称，提车不久就收
到“下一次加油时加注1L发
动机油”的提示，张华对此表
示，提示表明缺少发动机油，
提完新车后加的油为汽油，
但机油不足，是汽车发动机
的报警提醒。

张华表示，如果该奔驰
是进口车，很有可能在出厂
时仅加了够润滑的机油，等
车运到国内后初装油被换掉
了，或是剩下的机油没有放
掉，就直接让顾客开走了。

“到了中国后，各地的4S店都
需要做售前检测，有100多
项，针对汽车的油液、刹车、
电气、发动机等项目，如果做
了检测，发动机的问题肯定
能被检查出来。”

张华所说的售前检测为
“PDI检测”，全称为Pre De-
livery Inspection，是国际通
行的汽车整车售前的检测。但
PDI检测，是汽车出厂后的最
后一关。张华介绍，汽车从生
产线产出后，有一道下线检
测，完成检测的车辆分发到各
经销商手中。经销商收到车
后，会再进行一次售前检测，
无问题后将汽车放在4S店售
卖。汽车找到买家后，针对客
户，还有最后一道PDI检测。

张华认为，此次西安女
车主购买的新车发动机出现
问题，很有可能是车辆在运
输途中出现磕碰。“在长途
运输中一些车会有运损，如
果有运损，4S店会上报厂
家，针对运损压低车辆进
价，比如原价100万，报损后
可变为80万。”

张华告诉记者，运损车
销售时有折扣并会明确告知
消费者。但有的4S店会把运损
报给厂家后，自行将车修好，
再欺瞒消费者，把有运损的车
以原价卖出，“这样就可以多
赚20万的差价。” 据新京报

记者查询发现，西安
利之星的法定代表人颜健
生 是 一 位 马 来 西 亚“ 拿
督”，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
的企业多达128家。值得注
意的是，颜健生还在梅赛
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中担任董事。

颜健生担任法人代表
的企业达128家

记者查询发现，西安利
之星的股东分别为中星集
团有限公司和西安航空发
动机集团天鼎有限公司，以
8000万人民币为注册资本，
成立于2012年5月，法定代
表人颜健生。其中，中星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达到
75%。中星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的豪华车经销商集团利
星行汽车大名鼎鼎，利星行
汽车2017年的年度营业收
入达到801.1亿元，在2018
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百强
排行榜中排名第三。

进一步查询启信宝
显示，西安利之星的企业
类型为外资投资企业分
支机构，为外资公司。值
得关注的是，由颜健生担
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多
达128家，包括利星行（中

国）汽车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和利星行贸易（中国）
有限公司。在担任法定代
表人或任职的企业中，多
数与利星行相关。这就是
说，在诸多利星行旗下的
奔驰4S店中，颜健生拥有
决定性话语权。

同时，颜健生在利星
行（中国）汽车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和利星行贸易（中
国）有限公司中不仅担任
法定代表人，也是这两家
公司的董事长。值得注意
的是，颜健生在梅赛德斯-
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中担任董事。

此外，马来西亚人颜健
生还有一个身份是马来西
亚的拿督。在马来西亚，“拿
督”头衔是荣誉制度下的一
种称号，虽然不具有世袭和
封邑的权力，但是一种象征
式的终身荣誉身份。

利星行在奔驰拥有
相当的话语权

公开资料显示，西安
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是利
星行集团成员。而利星行
汽车是在中国成立最早和
目前最大的奔驰汽车经销
商，也是世界最大的奔驰

乘用车经销商集团之一。
记者通过天眼查发现，

目前梅赛德斯-奔驰（中
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由戴
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
司 、INSIGHT LEGEND
LTD、戴姆勒股份公司共同
投资成立，持股比例分别为
54.08%、25%、20.92%。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现在的
法定代表人为刘禹策，也是
公司董事长。而刘禹策在10
多年前曾是利星行（大连）
汽车有限公司、大连中星汽
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2012年11月刘禹策
退出利星行（大连）汽车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变更为颜健生。大连中星
汽车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则在1999年5月由刘禹策
变 更 为 GANKHNSENG
（即颜健生）。

据媒体此前报道，从
股权结构、董事会组成来
看，利星行在梅赛德斯-奔
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享有相当的话语权，就
连梅赛德斯-奔驰（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北京
的办公地点戴姆勒大厦，
也是座落于利星行旗下的
利星行广场。 据新京报

奔 驰 女 车 主 坐 引 擎 盖 哭 诉 维 权 事 件 调 查

半个多月都没解决问题

这速度

新车漏油半月未解决
车主维权只能靠哭？

进口程序严苛
漏油奔驰车或是运损车

方向盘抖动，让车主继续实验
车行拒对“危险后果”负责

车行老板是奔驰（中国）董事
还是马来西亚拿督

媒 体 发 声媒 体 发 声

背后原因
是更严重的

问题

奔驰女车主坐引擎盖哭诉

专业人士释疑

质量问题频发

揭开背后冰山

波黑批发市场大火
部分中国商户损失惨重

据新华社电 波黑格拉达查茨市
亚利桑那商贸批发市场14日凌晨发生
大火，市场内有些中国商户损失严重，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消息。

格拉达查茨市隶属图兹拉州，距
离波黑首都萨拉热窝170公里。图兹拉
州内务部向当地媒体证实，火灾发生
于凌晨，截至记者发稿时，大火已基本
被扑灭。火灾原因还在调查中。

中国驻波黑大使馆领事官员张存
良告诉记者，使馆在接到火灾消息后
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并已派员赶
往格拉达查茨市了解情况。

在现场的波黑中国商会会长刘合
龙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市场中服装
区及鞋区共五家中国商户店铺全部被
烧毁，每家店损失初步估计约上百万人
民币。他已接到中国使馆领事处的电话
慰问并已转达给受灾中国商户。

在亚利桑那市场拥有两家店面的
一张姓店主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她的店铺虽未被烧到，但因为火已烧
到相近的一家店，为阻断火势，她的一
个店面已被推倒。据她所知，一些中国
商户并未投保意外险。

2016年1月亚利桑那市场曾经发
生过大火，烧毁500余家商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