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5月5日，巴中徐女士购买吉利新车一
辆，开了3个月左右，发现新车有问题，通过司法鉴
定，发现新车的挡风玻璃被换过，后在自己车上的
行车记录仪上发现，4S店员工知道前挡风玻璃被
换过的事情。车主认为，4S店涉嫌欺诈，遂起诉。

从2017年到2019年，区院一审，车主胜诉，
4S店被判“退一赔三”，赔偿49万余元；随后，4S店
上告到中院，中院要求区院重审；区院再次审判之
后，结果是“退车退款”，赔偿3万多元。

车主认为，买来的新车挡风玻璃换过，店方存
在欺诈嫌疑，希望“退一赔三”，再次上诉。律师介
绍，只要4S店构成欺诈，“退一赔三”应该没有问
题；但是否构成欺诈，要看证据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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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辆吉利新车，挡风玻璃竟非“原装”？

车主状告4S店：

2019年4月16日
星期二

买辆吉利新车
挡风玻璃被换过？

2017年5月初，巴中徐女士和
老公陈先生商量要买一辆车，5月5
日，她和家人在巴中吉利4S店内购
买了吉利帝豪车一辆，通过贷款两
年的方式，签订合同。

徐女士介绍，花了16万余元买
车，算上保险和税，一共20万左右。
在买车的时候，夫妻俩表示没有发
现任何问题，销售人员也没有说有
任何问题，并说这是一辆刚调回来
的车。

但是，购车不久，就发现车子
A柱、B柱存在严重异响，开到4S店
多次维修后，要求换车，4S店一直
不同意。

陈先生介绍，2017年7月底，自
己发现前挡风玻璃下角处有多余
的“胶痕”，当时有点疑惑，后来翻
了行车记录仪，发现4S店的两个工
作人员在自己车头旁对话，说“当
时玻璃是坏了的，换了的，我是晓
得的。”该工作人员还问旁边的销
售主管“你晓不晓得？”随后，陈先
生跟4S店联系，提出自己购买的车
是问题车，并有可靠证据，4S店同
意换车，但徐女士不同意，认为4S
店存在欺诈行为。

陈先生介绍，看到了视频之
后，自己才确定这是一辆“问题
车”。8月1日，夫妻俩将车开往成都
做司法鉴定，鉴定人员分析认为，
车“前挡风玻璃材质检视未见异
常，但存在拆卸痕迹，前风挡玻璃
左侧顶部玻璃及压条粘合度不高，
出现渗水痕迹。”最终鉴定结果为：

“前挡风玻璃及其附属物有拆装痕
迹，存在整拆卸及重新装配现象。”
工商部门协商未果。徐女士表示，
巴中吉利4S店存在欺诈行为，2017
年8月18日，向巴中市巴州区人民

法院起诉。
记者联系巴中吉利4S店（巴中

市中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代表张某，他表示，他们和
徐女士确实存在购车合同纠纷，所
购车子也多次维修，出现问题后，
双方协商无果。目前已经上诉，一
切由律师代为处理。

车主诉至法院
要求对方赔偿

徐女士介绍，他们2017年8月
上诉，要求依法撤销购车合同，退
还自己购车款等一切费用，要求被
告赔偿自己人民币49万余元。

通过徐女士提供的庭审笔录
资料显示，2017年11月16日下午，
此案开庭审理，案由是“买卖合同
纠纷”。2017年12月28日，巴中市巴
州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如
下：“一、解除徐女士与被告巴中市
中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
的《车辆购销合同》，并在本判决生
效后的十日内返还原告徐女士购
车款163800元；二、由被告（巴中市
中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徐女
士赔偿金491400元及鉴定费3000
元”。“一审虽然胜诉，但是对方不
服，上诉到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女士说。

根据巴中市中瑞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的《民事上诉状》内容
显示，4S店在2018年2月24日收到
一审判决书后，上诉至中院，要求
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的一、二项。其
中一项内容显示：“上诉人认为，上
诉人出售车辆给被上诉人时，不存
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
上诉人虚假情况之情形，其行为不
构成欺诈”。

2018年8月16日，巴中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巴州区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18年12月17日，巴中市巴州
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解除原告徐
女士与被告巴中市中瑞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购销合
同》；巴中市中瑞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退还徐女士裸车及增值税
计 163800 元 ，及 赔 偿 损 失 费
32207.67元，共计196007.67元；徐
女士返还原车给被告巴中市中瑞
汽车销售服务有效公司，并驳回徐
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车主认为是欺诈
再次上诉等开庭

看到重审后的判决，徐女士
很不满，坚称这家吉利4S店就是
欺诈行为。徐女士介绍，自己购车
的时候，4S店并没有向自己说明
前挡风玻璃换过，不管他们知不
知道，自己的车是从4S店买的，至
少存在欺诈嫌疑，并且通过自己
车内的行车记录视频中工作人员
的对话发现，4S店的销售人员在
销售车辆前，就知晓前挡玻璃被
换一事。

“既然是欺诈，4S店就应该接
受处罚，退一赔三。”徐女士说。

从2017年打官司，到2019年5
月，两年的车贷即将结束。徐女士
介绍，自从车子购买之后，截至
2018年11月6日，就行驶了5991公
里，现在一直停放在车库。

2019年1月3日，徐女士再次上
诉到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法
院 依 法 改 判 4S 店 赔 偿 人 民 币
491400元。

徐女士介绍，目前，巴中市中
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自己正等着
法院开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据陕西广播电视台消息，家住西
安市长安区的高先生发现，自己怀孕
的妻子输液的药已过期3个月！院方表
示抱歉，当地食药监部门已介入调查，
西安官方回应已成立调查组。

高先生表示，妻子已怀孕六周，最
近出现呕吐症状，于是来到西安市长
安区一家医院检查，医生建议高先生
的妻子住院输液治疗，没想到，当液体
挂到第二瓶时，他发现药品有效期至
2019年1月！

高先生说，“妻子是4月12号晚上
开始输液的，到换第二瓶液体时是13
号凌晨1点，早上6时，他无意中发现药
品已过期3个月，当时液体已输了一
半。”

见此情况，高先生赶紧叫来护士
拔掉输液管，转到陕西省妇幼，检查后
医生表示，高先生妻子的体内真菌值
已超标，后期对胎儿的影响医生也说
不准。

高先生表示，主治医生带他们去
省妇幼挂完号之后就走了，之后再也
没人联系他们，只是说很抱歉。

记者看到，这瓶过期药是“葡萄糖
静脉注射液”，生产日期为2017年2月，
有效期至2019年1月。

怎么会出现注射药过期的情况？
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发生这种事确实
不应该。既然现在发生了，他们已经开
始处理了。管理方面、对职工平时的教
育、对当事医护人员的培训，各个方面
可能都存在一些漏洞，他们现在已经
在各个科室、人员及管理制度方面，都
进行了加强。

4月15日，西安市长安区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官方微博@长安卫计 发布
情况说明：确属过期药品，涉事的院长
停职、分管副院长免职；其余8人正在
按照相关规定严肃追责。

此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未标明有效
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不注明或者更
改生产批号的；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按
劣质药论处。且护理制度中的有关规
定要求，医护人员在对患者用药时，要
对患者的床号、姓名、药名、剂量、浓
度、时间、用法进行认真比对。

（中国青年报、央广等）

捐款后的麻烦
骗子登门，陌生信件包裹“骚扰”

陌生人的登门拜访让马旭有些
警惕，没有预约，她可能不会开门。
每一位到访者，尤其是媒体记者，都
需出示身份证明，还要在马旭的笔
记本上登记姓名、电话、工作单位
等。“你别想太多，我只是比较担心。
因为家里已经进过7个坏人了，他们
都想来骗我的钱。”马旭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马旭夫妇的家在武汉黄陂区郊
区，对外人来说并不好找。《感动中
国》播出之后，1000万捐款的事情轰
动全国，马旭家门槛都几乎要被踏
破，其中不乏来意不善者，老太太将
其称为“坏人”。

前段时间，一位男子来到马旭
家中，说自己在海南某所学校读博
士，由于家境贫寒无力支撑学费，
所以来到武汉，希望马旭能资助其
读书。

对于这种说辞，马旭是不信的。
这名男子遭到拒绝后不愿离去，一
直待在马旭家中。“电话也不让我
打，对讲机也不让我用，门也不让我

出，后来我找了个借口出门，才把
这个人赶出去。”老太太说，类似的
情况还发生过好几次。

除了骗子登门拜访，意味不明
的陌生信件也让马旭夫妇颇为头
疼。最近，马旭频繁收到一位李姓
男子的信件。男子在信中称，自己
是马旭的老乡，被马旭夫妇的事迹
感动，又了解到马旭夫妇没有子
女，希望能认干爹干妈，赡养他们
并养老送终。但该男子在多封信件
中提到自己经济条件不佳，希望得
到帮助。

“其实就是想从我这里骗钱。
我托人在老家调查过，根本就没有
这号人。”马旭告诉记者，该名男子
还曾寄过“特产”以表心意，包裹里
是4块糍粑。她又让快递员把包裹
原路退回去了。老伴颜学庸说，自
己和马旭现在收到任何来路不明
的包裹都会快递退回。

当然，更多的拜访者是全国
各地的新闻媒体和社会机构。自

《感动中国》播出以后，马旭每天
都得接待好几拨的客人，同样的
话得对着来往的人讲述一遍又一
遍。反复如此，让马旭身体颇有些
吃不消。

差点没当成空降兵？
身材矮小、体重不达标

在外面，马旭呈现出和在家中截
然不同的性格，扎着两个羊角辫的
她，总是双手攥住老伴的胳膊，眼神
有些怯懦。颜学庸不能离开她的视
线，不然她便会急切地询问旁人老伴
的去向。

在家里，马旭只用坐着动动嘴，
说两句自己的诉求，颜学庸便会很
快收拾好一切。“在家一般都是我
做饭。”颜学庸说。

在可以查询到的媒体报道中，关
于颜学庸的信息几乎都是只言片语。
一位经常帮助马旭夫妇的志愿者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寡言少
语的颜学庸为马旭付出了很多，在某
种程度上来说，他一样伟大。

马旭夫妇一生未生育子嗣，其背
后的细节却鲜为人知。颜学庸说，“不
要孩子”是他和马旭的共同决定。当
年，马旭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空
降兵部队的一员，更是新中国成立后
的第一名女空降兵。跳伞那年，马旭
已29岁了，剩下能够跳伞的时间本就
不多，她不希望因为怀孕生子耽误训

练，甚至提前退役；另一方面，由于
马旭体质的问题，怀孕本身也极具
风险。经过反复考虑，颜学庸不愿意
妻子冒险，便去做了绝育手术。

马旭告诉记者，现在年纪大了，
依然不后悔当初不生孩子的决定。

马旭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女
空降兵，当年她却差点没能得到这
个资格。

1961年，马旭以军医身份入选
空降兵部队，负责跳伞训练的卫生
保障工作。“所谓空降兵部队，就是
说除非身体素质很差，否则原则上
整个部队都要学会跳伞技能。”马旭
当年的教官曲少华告诉记者。

“马旭身材很瘦小，无论身高还
是体重，都达不到空降兵标准，她原
本是没资格成为空降兵的。”颜学庸
说，为了能当上伞兵，身材矮小、29
岁的马旭在宿舍挖个坑，垫上细沙，
椅子叠到桌子上，每晚在“简易跳
台”上反复练次。

除了深夜练习，马旭还向领导
表达自己的强烈意愿。后经过严格
考核，她最终如愿考上，成为新中国
第一批空降兵成员。

20多年间，马旭累计跳伞140多
次。曲少华回忆，当年马旭由于体重

过轻，跳伞后总是飘到比一般战士
更远的地方。除此之外，马旭的跳伞
生涯几乎没有出过差错。直到1984
年，年过半百的马旭还跳伞两次，此
后部队从安全角度考虑，不再允许
她上天。

1000万从何而来
一部分是专利转让费

1983年4月，颜学庸和马旭研
制出“充气护踝”，于1989年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该设计可使跳伞
着陆时的冲击力减半，当年推广
使 用 后 空 降 部 队 扭 伤 率 大 幅 下
降。此后，马旭夫妇又研制出“单
兵高原供氧背心”，并于1996年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至今，这两款
专利的改良产品仍在部队中被广
泛使用。

从1983年开始，马旭夫妇将重
心转向科研工作，着手把多年医务
工作结合跳伞经验总结出来，在军
内外报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
包括《空降兵生理病理学》《空降兵
体能心理训练依据》等。

随着科研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马旭夫妇还申请到了不少专利，其
中一些已经得到转让。

马旭告诉记者：“很多人不是好
奇我哪儿来的1000万吗？其中有一
部分就是我的专利转让费。”

捐款1000万元，颜学庸说，这是
他和马旭共同商议的结果。马旭目
前的人生经历可以认为是“成功”
的，但当年如果不是乡亲们做出这
个决定，马旭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
步，所以反哺故乡本身就是有必要
的，“这叫感恩”。

为什么全部捐给黑龙江木兰
县？“因为木兰县更穷。”马旭告诉记
者，为了木兰县的教育事业，他们决
定先将1000万捐给这里。据多家媒
体报道，木兰县政府决定用这笔款
建设“马旭文博艺术中心”，用于开
展教育、文化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雨
程 发自武汉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陈小虎介绍，
视频里面的员工说前挡风玻璃换过，但4S店知不知
道，需要4S店举证。消费者从4S店购买车辆，在购车
的时候，4S店没有告知消费者，从消费者角度看，涉
嫌欺诈。若确实构成欺诈，应该退一赔三。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健认为，商家在销
售商品的过程中，要按照合同要求交付商品，如果
前挡风玻璃换了之后再卖给消费者，这是经销商在
商业伦理上的重大问题。蒋健表示，他个人支持一
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律师说法律师说法//

若确实构成欺诈
应该“退一赔三”

孕妇输液时
发现药已过期3个月！

官方回应：
确实过期
院长停职

86岁新中国首位女空降兵捐千万后：

除了赞誉
“麻烦”也登门了……

2月18日，央视播出的“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
物”中，武汉黄陂的86岁老人马旭和老伴颜学庸备
受关注。据颁奖词所述，马旭是湖北军区某部队的
离休干部，生活清贫、一生省吃俭用，将1000万元
的积蓄全部捐回老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
县，帮助发展那里的教育事业。

据记者了解，这1000万元捐款已分两期全部捐
出。2018年9月13日上午，马旭夫妇于中国工商银行武
汉机场河支行，将第一期300万元捐款转至黑龙江哈
尔滨市木兰县。2019年4月8日下午，马旭夫妇又来到
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机场河支行，将第二期700万元
分两次汇出。至此，他们完成了捐款1000万元的心愿。

捐款事迹轰动全国，赞誉如潮水般涌向这对老
夫妻，马旭夫妇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专访时说，
生活意外地有了一些“麻烦”。

涉嫌欺诈，赔钱！

涉事车辆

据新华社电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大熊猫“园园”15 日从四川卧
龙自然保护区神树坪基地出发，启程
前往奥地利，开展为期4 年的科研合
作。大熊猫“园园”将于北京时间16日
凌晨4：45分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预
计到达奥地利为当地时间 16 日下午
19点。

“园园”今年20岁，是一只雄性大
熊猫，个性有点调皮，喜欢跑步和睡
觉。在一个月前，大熊猫“园园”就从普
通圈舍转移到了隔离圈舍生活，提前
做好出国前的各项准备，目前身体状
况很好。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
龙神树坪基地兽医院院长吴虹林表
示，园园最近身体状况非常好，它每天
吃竹子能吃10公斤左右。采血体检显
示，它身体的各项指标很正常。

“园园”在卧龙神树坪基地顺利
完成了一个多月的隔离检疫。15日中
午 12 点，“园园”在神树坪基地享用
了十多公斤新鲜竹子、一千克左右的
窝头和少量的苹果与胡萝卜。“园园”
吃得很香，似乎知道从今天起它将开
启一段全新的生活。下午 3 点，工作
人员开始将“园园”装入符合国际运
输标准的笼舍，然后搬上专用的运输
车整装待发。

当天下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为“园园”举行了温馨的欢送仪
式。下午5点，运送“园园”的车队在参
加活动的嘉宾的注目和欢送下，缓缓
驶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
树坪基地大门，前往成都双流机场。

“园园”将陪同已经生活在奥地利的大
熊猫“阳阳”，在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
生活4年，期满后一同回国。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
物保护司副司长、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党委书记张志忠介绍，本次大
熊猫“园园”赴奥地利，必将进一步加
大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与奥地
利美泉宫动物园双方在大熊猫繁殖、
疾病防控、饲养管理、科普教育等方
面的研究力度与成效，共同促进大熊
猫保护研究事业的发展。目前，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经与 13 个国
家 15 个动物园建立科研合作关系，
是开展大熊猫国内外科研合作交流
的重要平台。

大熊猫“园园”
启程前往奥地利

马旭夫妇日常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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