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蹊跷：
两姐妹身份证照连痣都一样

今年上半年，全省公安机关全
面开展人像清理核查工作。

5月，什邡市公安局洛水派出所、
南泉派出所在人像比对清理核查工
作过程中，发现1973年9月出生的朱
某萍的身份证与1971年4月出生的朱
某菊持有的身份证人像信息相似。

洛水派出所户籍民警谭兵介

绍，找到户籍在辖区的朱某菊核实，
朱某菊说她就是朱某菊，在南泉的
朱某萍是她妹，当时民警没有在意。
后来，在汇总信息的时候，南泉派出
所反馈的信息也是这样。

按理说，即便是亲姐妹，年龄有差
别，相貌也会有差别，就是双胞胎也会
有细微差别。奇怪的是，在审查过程
中，通过对朱某萍和朱某菊的身份证
照片进行识别并反复比对，民警坚信
朱某萍和朱某菊的身份肯定有问题。

谭兵说，从照片上看，朱某萍、朱
某菊肤色、脸型有一定差异。但将朱
某萍、朱某菊照片拉大后，发现两人
颈部隐藏的一段项链雷同，“南泉朱
某萍的项链样式、花色与现在洛水朱
某菊无差别。”更奇怪的是，两人颈部
的肉赘、痣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后来，
省公安厅反馈的信息证实了朱某萍、
朱某菊疑似同一人。“两个人像信息
相似度达到98%。”谭兵回忆说。

调查：
两姐妹到底在哪里？

随后洛水派出所对朱某萍和朱
某菊的身份问题展开了深入调查。

由于照片高度相似，民警再次
找到村、组调查，得到的信息证实朱
家确实有朱某萍、朱某菊两姐妹。再
查阅10多年前的老照片，发现朱某
菊的变化比较大。谭兵再次找到朱
某菊了解情况。

6月4日，民警讲了警方的疑惑，
希望朱某菊提供朱某萍的照片，毕
竟现在微信沟通极其方便，或者希
望提供个朱某萍的电话。但是朱某
菊坚称她就是朱某菊，对于朱某萍
也不愿意多说。在继续讲道理，讲法
理后，谭兵表示必须要见到朱某萍。
朱某菊无法回避，最后提供了一个
电话号码，谭兵打电话过去，奇怪的
是，接电话的是一个山东口音的女
子，交流起来有点吃力。

在民警一直追问下，眼前这个

朱某菊自始至终都无法提供朱某萍
的照片。由于两姐妹的人像信息高度
相似，民警甚至怀疑是否发生过命
案，这让派出所民警高度紧张起来。

交代：
冒用姐姐身份结了4次婚

6月5日，朱某菊突然与现在的
丈夫罗某离婚，这更加坚定民警对
朱某菊身份的怀疑。民警随后找到

“朱某菊”的前夫罗某，罗某证实：现
在洛水镇某村的“朱某菊”是南泉镇
某村朱某萍假冒的。

6月13日，民警对朱某萍进行了
询问，“朱某菊”承认她就是妹妹朱
某萍，她冒用了姐姐“朱某菊”的身
份信息。朱某萍交代，因为家庭原
因，父母过早地将自己介绍给一个
年龄较大的原什邡云西镇（现师古
镇）的王某某。当年不够婚龄，在家
人的指使下，冒用离家外出打工多
年未归的亲生姐姐朱某菊的身份信
息与王某某结婚，并生育一子，同时
将“朱某菊”的户籍迁至云西镇，之
后便以“朱某菊”的身份生活。

第一任丈夫王某某因车祸去世
后，朱某萍经人介绍又嫁给中江一
男子，依然使用朱某菊的身份信息。
与第二任丈夫离婚后，2015年再次
冒用朱某菊的身份信息与洛水镇某
村周某某结婚，并将朱某菊的户口
从今天的师古镇迁移至洛水镇，而
周某某到去世时也不知道自己妻子

的真实身份。
2018年5月14日，再次冒用姐姐

朱某菊的身份信息与马祖镇居民罗
某结婚，并向罗某隐瞒，直至6月4日
才主动向罗某承认了自己冒用姐姐
身份信息的违法行为。

“朱某萍办了两张二代身份
证。”谭兵说，当年办第二代身份证
时，朱某萍在洛水镇以“朱某菊”的
名义办了张身份证，同时又以自己

“朱某萍”的名义在南泉镇办了张第
二代身份证。

处理：
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将被行政处罚

6月15日，谭兵远赴千里之外的
山东省找寻朱某菊的“真身”。民警
几经周折，在山东省某市找到了外
出多年的朱某菊本人。

经了解，因为家庭原因，朱某菊
大概在10多岁过早到外地务工，不
久便与什邡的家人失去了联系。朱
某菊后来在山东省某市结婚生子。
由于历史原因，朱某菊在山东省办
理了身份证，拥有了合法身份。

后来因为担心给姐姐朱某菊造成
影响，明知是不合法婚姻的朱某萍主
动与罗某离婚。由于朱某萍主动隐瞒，
给公安机关调查带来困扰。7月16日，
来自什邡市警方消息，违法嫌疑人朱
某萍因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将被公
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张敦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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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质疑
盖章是超市单方面免责

7月13日，成都市民周先生
在人人乐超市（新华店）购物
后，回家意外发现购物小票背
面有一红色印章，上面有“购物
时已确认商品未过保质期”等
字样。周先生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自己是这家人人
乐超市的常客，平时也有保留
购物小票的习惯，这一次，小票
背后发现了“不一样”。

为验证是该店单方面行为
还是其他人人乐超市都有这一
规定，7月15日，周先生又在人人
乐超市（前锋店）购买商品，这一
次，购物小票背面却没有印章。
同一天，周先生再次来到人人乐
超市（新华店），这回他注意到，
在收银台结账时，收银员在打印
好的小票背面盖上了印章。

对此，周先生认为，超市方
此前并没有相关的公示公告告
知消费者，属于超市方单方面
免责的做法，实际上损害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合法维权的
权益。

记者探访
加盖印章前无任何提示

7月16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来到人人乐超市（新
华店），发现在每个收银台上，
都放有一红底印章，其他消费
者结账后，收银员在小票上盖
上印章，没有消费者对此行为
提出异议，有的人甚至没有拿
走小票。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购买了
饮料，结账时，记者注意到，收
银员在小票上盖章前，未作任
何提示，小票背面的印章为“购
物时已确认商品未过保质期
新华店”字样。记者现场看到收
银员在每一位顾客的购物小票
上都加盖了印章，顾客几乎对
此没有任何察觉。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人人乐

超市其他门店，但并未发现有在
购物小票背面盖章这一行为。

超市回应
防范职业打假人作假

“主要是为了防范职业打
假，对其他的（顾客）倒是没有
什么。”人人乐超市（新华店）客
服部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因为
最近超市遭遇的职业打假人特
别多，他们的打假不是正规的，
而是对商品进行调包和偷换。
为了避免职业打假人调包商
品，导致无法界定商品的情况，
所以在收银台买单时，对小票
加盖印章，商品销售之后再拿
回来说过期了，超市是不承担
责任的。“我们在广播里也有提
示，半小时播放一次，让大家注
意保质期和收好购物小票之类
的。”该负责人表示超市已经做
到了告知义务。

随后，人人乐超市成都片
区负责人谭先生联系记者，解
释说，在超市醒目的位置都贴
有温馨提示：“本商场拒售过
期商品，若你有发现请告诉本
商场的员工”，这也是为了给
顾客提供优质的商品。加盖公
章的行为，是和顾客确认（检
查商品保质期），也是为了顾
客的安全和健康考虑。同时，
也因为职业打假人“调包”行
为，和消费者共同确认商品有
没有过期，对于双方来说，都
是一种保护。

谭先生还表示，全市的人
人乐超市都有该举措，是在三

个月前开始的。但记者提出，走
访发现仅有新华店使用盖章方
式，对方反问是哪些超市，需要
对服务质量进行考核。

律师说法
加盖印章是推责行为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秀认为，超市对所销售商品是
否过保质期，具有实质性的审
查义务，消费者没有义务去审
查和确认，（在小票上加盖印章
的行为）是超市将责任推给消
费者，不适当地加重了消费者
的责任。而消费者通常都不会
去注意商品小票上的提示，如
果消费者回家后才发现商品过
期，（即使加盖了印章）也不能
免除超市的责任。

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
邢连超认为，超市在收银小票
上加盖“确认未过保质期”的印
章，那么在结账前，双方就应该
对销售商品进行现场确认，避
免将来产生纠纷，如果没有确
认行为，直接加盖的话，作为经
营者来说，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一般而言，通过购买商品
时的购物小票、购买日期，与商
品的保质期进行对比，在购买
后是可以发现商品是否过期
的。如果说，消费者购买商品的
时间过长，存在举证困难，加盖
了印章的小票，更利于超市方
举证自己没有销售过期商品，
消费者需要举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向姗 摄影报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
金三角小区已有20余年历史，239户
居民中有70%左右是独居老人，在改
造时，在无法满足业主停车的情况下
还专门留出4个临停车位，供“常回家
看看”的子女停放。而这4个车位，也
被小区居民称为了“孝心车位”。

金三角小区位于四川绵阳御安街
51号，小区1995年开建，1998年全面入
住，至今已有20余年。该小区共有4幢
楼，每幢楼之间有两个花台，花台中间
是一个消防通道，但没有规划停车位。

张萃烈从2015年开始担任业委
会主任，从那时起，他就致力于对小
区进行改造，通过向社区、街道办等
打报告，2018年，上级终于拨款28万
元，对小区内部环境进行重新打造。

张萃烈说，在改造时，将两幢楼之
间的花台往后移，这样就留出了车位
和消防通道，经过规划，共划出了42个
车位。留出4个“临停车位”也是张萃烈
提出来的。在他提出建议后，经业委会
讨论，并征求小区业主意见，同意设置
4个临时停车位，方便子女回来看父
母。16日，张萃烈介绍，小区现在共有
239户居民，其中70%左右是独居的老
人，他们的子女均在外上班居住，偶尔
回家看望父母，和父母一起吃顿饭。

“我们很多老年人都称这个车位
是‘孝心车位’。”小区居民苗婆婆笑
着说，她有一儿一女，虽然不在身边，
但一年也要回来很多次，以前也是停
车难，现在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
对于回家看望父母而临时停车的，费
用是一小时以上缴费2元，超过6小时
以上及一天的缴费4元，而且要在门
卫处进行登记。

其实，在张萃烈和小区其他居民
看来，这4个“孝心车位”还是“抠出来”
的，因为小区停车位确实非常紧张。

“规划了42个车位，除了4个临停
车位还剩38个，但小区居民车辆保有
量是70多辆，这就给分车位造成了麻
烦。”张萃烈说，不过，在车位规划好
后，业委会听取了大量业主的意见，
商量如何来划分车位，经过讨论，大
家一致同意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

王思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第
19190期开奖结果：170，直选：
4243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
11663 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17079597.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第
19190期开奖结果：17023，一等
奖 20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85445870.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 7星彩第
19082期开奖结果：0673874，一
等奖0注；二等奖5注，每注奖金
68641元；三等奖102注，每注奖金
1800元。（44778333.32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
2019年9月16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球
第2019082期开奖结果：19 28
22 07 16 24+02。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
2019190期开奖结果：464。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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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盖章
“购物时已确认商品未过保质期”

超市称是为防范职业打假人作假；有律师认为不能免除超市责任

在超市购买商品时，你是否注意过收银
员和商品一起递过来的收银小票？7月13日，
经常在人人乐超市（新华店）购物、且有保留
购物小票习惯的市民周先生就突然发现，小
票上比从前多了“一点”东西。

原来，在超市购物后，收银员在周先生的
收银小票上盖上了一个印章，“购物时已确认
商品未过保质期”，周先生认为，超市事前并
没有此项规定的公示告知，这个做法属于主
动免责，实际上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此，超市相关负责人解释，该举主要是
为了防范职业打假人以“调包”形式将不属于
超市的过期食品带入超市。 超市真能免责

冒用姐姐身份她结了四次婚
警察上门前夫才知娶的是妹妹

？？

有无
盖章？

超市相关负责人称超市相关负责人称，，最近职业打假人特别多最近职业打假人特别多，，他他
们的打假不是正规的们的打假不是正规的，，而是对商品进行调包和偷换而是对商品进行调包和偷换。。
为了避免职业打假人调包商品为了避免职业打假人调包商品，，导致无法界定商品导致无法界定商品
的情况的情况，，所以在收银台买单时所以在收银台买单时，，对小票加盖印章对小票加盖印章

有无
提示？

记者注意到记者注意到，，收银员在小票上盖章前收银员在小票上盖章前，，未作任何未作任何
提示提示，，小票背面的印章为小票背面的印章为““购物时已确认商品未过保购物时已确认商品未过保
质期质期 新华店新华店””字样字样。。收银员在每一位顾客的购物小收银员在每一位顾客的购物小
票上都加盖了印章票上都加盖了印章，，顾客几乎对此没有任何察觉顾客几乎对此没有任何察觉

有无
猫腻？

律师表示律师表示，，小票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小票上加盖印章的行为，，是超市将责是超市将责
任推给消费者任推给消费者，，不适不适当地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当地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如果消如果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时间过长费者购买商品的时间过长，，存在举证困难存在举证困难，，加盖了印章加盖了印章
的小票的小票，，更利于超市方举证自己没有销售过期商品更利于超市方举证自己没有销售过期商品

要不是民警上门调查身份信息，什邡马祖镇的罗某至今都
不知道与他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妻子“朱某菊”，原来是妹妹朱
某萍。而朱某萍竟然冒充姐姐结了四次婚都没人发现！

近期，在公安机关人像清理核查工作中，什邡女子朱某萍一
人“分饰两角”，被心细的户籍民警发现，最终，她将被公安机关
以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行政处罚。

小区留出4个
“孝心车位”：
回家看父母，停车不再难

冒用姐姐身份的违法嫌疑人朱某萍 图据什邡警方

收银员正在购物小票上盖章

周先生提供的购物小票周先生提供的购物小票

回家看望父母的子女将车停放
在“孝心车位”上

殴打出租车司机
成都一外籍男子被刑拘

7月16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
分局官方微博发布警方通报称，2019
年7月8日凌晨，在郫都区百草路附近
发生一起外籍男子因纠纷殴打出租
车驾驶员案件。案发后，分局高度重
视，迅速开展调查。7月15日，被害人
杨某的损伤程度经司法鉴定为轻伤，
分局依法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犯罪
嫌疑人MARKO（男，30岁，塞尔维亚
人）刑事拘留，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警方再次提示：在中国境内
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对违
反中国法律的，将被依法追究违法当事
人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造成他人人
身、财产损害的，还应承担民事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