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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建议

6万元蜜月之旅玩大溪地
飞机却两飞两降回了原地

2016年3月13日
星期日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秀明）昨日
下午，市消协发布《成都市消协茶叶比
较试验报告》，其中提及在比较试验中
检出一组茶叶样品含有三氯杀螨醇。

据成都市消协一位负责人介绍，
去年12月，消协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
者身份，通过商场、专卖店和网络等渠
道，购买了 40 组茶叶样品，包含了绿
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几乎全部
茶叶品类。购回茶叶后，市消协委托成
都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对40组样品的铅、三氯杀螨醇等
11 项指标进行了测试。经检测，一组
样品茶叶存在污染物超标的问题。据
介绍，该样品标称由杭州老梅坞茶业
有限公司生产的西湖龙井茶，标称商
标为“响水涧”，检测结果显示其三氯
杀螨醇的含量为 0.22mg/kg，而国家
标准为不得检出。

成都市消协一位负责人称，在获
得检测报告后，他们联系了样品茶的
经销商和生产商，向对方告知了检测
结果。“消协一般不会对比较试验的结
果做评判，但我们会公开，并就此发消
费提示，为消费者消费时提供参考。”

据了解，成都市已经被省工商局
确定为我省“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
的首批城市。今年的3·15主题为“新
消费 我做主”，成都将着力开展“放心
舒心消费在成都”行动。

传统的家风、家训是如何把人的
目标期许与自主努力结合起来的？这
个时代，初创企业信用评级需要哪些
条件？昨日，国家执业心理咨询师胡跃
琼、中国中小企业信用管理中心四川
服务站站长何平，做客成都市民道德
讲堂，与大家见面交流，答疑解惑。

“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
而生孝矣。”胡跃琼认为，家庭教育中
要注意给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同时要掌握平衡与边界，做到严中有
慈。胡跃琼还指出，家长要为孩子做
好榜样，让孩子学习公平公正，尤其
在全面实施二孩背景下，更要注意

“一碗水端平”。
初创企业信用评级需要哪些条件

呢？何平介绍，企业申请信用评级，需要
满足四个条件：一是要有3年以上的真
实、原始财务报表；二是企业法人代表
没有犯罪记录；三是企业没有因卖假、
售假等受到过国家处罚；四是企业要有
正规的办公场所。何平还提醒，有信用
评级的企业，可以优先获得融资贷款优
惠、政府扶持等大礼包，请及时关注相
关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张兴钊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6065期排列3直

选中奖号码：016，全国中奖注数
4468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
奖号码：01695，全国中奖注数20注，
单注奖金10万元。●“超级大乐透”
电脑体育彩票16028期开奖结果：
13 18 20 23 31 03+06，一等奖2
注，每注奖额10000000元。一等奖
（追加）0注。二等奖37注，每注奖额
212750元。二等奖（追加）13注，每
注奖额127650元。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四 川 联 销“3D”第
2016065 期开奖结果：

450，单选 434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1415注，单注奖金173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
今日 阴 7℃-16℃ 偏北风 1～3级
明日 阴 7℃-17℃ 偏北风 1～3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AQI指数：67～95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能对

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
响，异常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据
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今天白天成都全天以阴天间
多云为主，随后两天最高气温维
持在15℃上下，最低温度将慢慢
抬升。14日夜间又将有春雨袭扰。

预计下周成都以多云天气为
主，日平均气温逐渐升高；周后期
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周平均气
温为 12℃左右，较历史同期正
常；周总降水量较历史同期正常
略偏多。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下周以多云为主
气温逐渐升高

市消协发布茶叶比较试验报告

一组西湖龙井样品
检出三氯杀螨醇

说传统家教、谈信用评级
道德讲堂答疑解惑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科华
路见到了康先生、李小姐夫妇。新
婚不久，夫妇俩就约定好，一定要
去大溪地度蜜月，“大溪地是全世
界最漂亮的海岛，也是我心中的
圣地，没有去大溪地都不算度蜜
月。”李小姐斩钉截铁地说。

去年10月31日，康先生夫妇
通过凯撒旅游成都分公司订购了
2席今年春节前夕从北京直飞大
溪地的行程：每人花费29999元，
包括飞机、住宿，共八天六晚，从
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2点登机，
直至2月7日凌晨5点半回北京。

李小姐透露，国内只有凯撒
国际旅行社可以包机直飞大溪
地，其他都要在新西兰、东京等地
转机，考虑到签证和飞行时间，所
以他们选择了该旅行社。

为了去大溪地，夫妇俩早早计
划，向单位请假，订婚纱，提前在网
上订购了当地一日游套餐……“推
掉了春节期间的亲友聚会，就为了
去一趟大溪地度蜜月。”

今年1月30日，夫妇俩到达北
京，第二天凌晨2点半，夫妇俩提
上行李，满怀期待地准备开启蜜
月之旅。

海岛游泡汤 小夫妻索赔
旅行社称不算违约，律师建议若走诉讼程序可把旅行社及航空公司都作为被告

1月31日晚8点半，成都市民康
先生和妻子李小姐再次踏上从北
京直飞大溪地的航班。16个小时
前，这场计划了半年的新婚蜜月之
行因为飞机机翼故障，在起飞90分
钟后返航。旅行社工作人员承诺，
检修完毕后，可以再次起飞。

然而，第二次起飞，依然没能
飞向太平洋，而是再一次返回了
北京。一天内两次出海关又两次
迫降在出发地，北京凯撒国际旅
行社宣布行程取消，夫妻俩的蜜
月之行正式搁浅。截至记者发稿，
康先生仍在跟旅行社协商赔偿事
宜，双方尚未达成一致。

29岁的李先生是资阳人，2014年
7月他在成都一家4S店购买了一辆白
色奥迪A4车，今年3月5日他在行车
途中，车内的故障灯突然亮了。李先
生赶忙把爱车送到当地维修厂检查，
结果显示为三元催化器效率过低。

“我觉得车还在三包期内，出现问题
应该由4S店免费更换。但是，4S店却
说是我加了歪油，所以车子遭了。”李
先生对此表示不解。

车辆行驶途中突发故障

李先生说，自己当初花了29.1万
元买这辆车，3月5日那天，他开车行驶
在资阳城内，突然车内故障灯就亮了。
当地车辆维修厂的维修师傅告诉李先
生，故障是因车辆的三元催化器效率
过低所致。之后，李先生便开车到成都
找当初买车的成都新元素兴业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查，“4S店检查后
说，是我自己加了歪油，所以三元催化
器才会出问题。”

李先生认为，自己买这辆车才一
年多，行驶了3万多公里，平时都在资
阳正规的加油站加油，车子也在三包
期内，所以4S店应该对车辆中受损的
三元催化器进行免费更换。“4S店说不
是车子本身的质量问题，所以让我们
自己承担更换零件的费用，只在工时
费上优惠一点。”李先生说，自己已经
找了4S店三次，但双方一直没有谈拢。

“目前掌握的情况都指向燃油”

对于李先生的情况，成都新元素
兴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服务部服务
总监唐荣表示，三元催化器出问题并
非个案，并且也不是奥迪一个品牌，
很多中高档轿车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唐先生说，从技术分析和维修经
验来看，基本可以排除天气和车辆零
件质量问题，很可能是燃油油品出了
问题。“车子的火花塞、三元催化器都
附着了白色沉积物，导致三元催化器
堵死，所以需要更换。”唐先生同时表
示，现在油都没了，很难进行鉴定，但

“目前掌握的情况都指向燃油。”
针对唐先生的说法，成都商报记

者昨日进行了走访。一家奔驰4S店售
后服务工作人员张女士表示，春节期
间到现在，确实出现了很多客户车辆
因为燃油品质问题导致火花塞或三
元催化器发生堵塞的情况。一家雪佛
兰的4S店售后业务主管刘先生告诉
记者，目前他们已经接到了5起客户
反映。另一家大众汽车售后工作人员
则表示，他们目前还未接到过类似情
况，但从行业内部听说过相关消息。

还在三包期的车出故障
4S店：很可能是油出了问题

若合同有专门条款
应按条件决定是否支付

针对是否应该支付违约金
的问题，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陶洁认为，旅行社是否支付
违约金要看具体的合同条款，

“如果合同上写明任何情况不
能成团都要支付违约金，那么
就需要支付。如果支付违约金
有专门的条件条款，那么就依
照条件来，不满足条件就不用
支付。”陶洁还表示，至于航空
公司的责任，要具体看旅行社
与航空公司之间的包机合同约
定，是否有免责条款。

由第三方航空公司引起
旅行社不算主观违约

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斌认为，“这是由第三方航空
公司引起的，而合同中的违约
金主要是惩罚一方有过错的恶
意行为。在旅行中本身就存在
不可抗力，这种情况下不算是
旅行社恶意主观违约，不应支
付违约金。”

徐斌建议，如果游客要走
诉讼程序，可以把旅行社及航
空公司都作为被告方，“毕竟游
客是跟旅行社签署的协议，旅
行社有义务让游客完成此次旅
行，游客并非直接与航空公司
签约。而事件中航空公司是有
责任的，因为确实是飞机故障，
航空公司有义务把游客安全、
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男子清晨掉入锦江
众人冒雨施救

昨日清晨的成都春雨绵绵，最
低气温仅9摄氏度。一名年轻男子
掉入临江西路锦江中，附近市民闻
讯后，用各种手段进行救援，最终
与救援官兵一道将男子救起。

“要不是好心人，他应该就被
冲起走了！”昨日上午，临江西路一
咖啡店老板刘长华对成都商报记
者说。男子掉入河中后，众多市民
冒雨施救，刘长华也是其中之一。
早上8点40分左右，刘长华正在忙
着新店的装修，“突然就冲进来一
个老大爷，他说老板我拿个你的管
子去救人！我就赶快说，你拿啊！”
刘长华也随即跟了出去。

众人把从刘长华店里拿出来
的PVC管子伸向落水者，但因为下
雨，管子太滑，落水者根本握不住，
刘长华又返身冲回店里拿了一根
绳子。“当时落水者已经精疲力竭，
马上就要沉下去了，大家都很着
急。”刘长华回忆，“一个围观小伙
子马上接过我的绳子，翻过栏杆，
一只手吊在栏杆上，一只手把绳子
丢给落水者，他全身都被淋湿了，
这个小伙子真的不错！”

110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用
了一根较粗的黄色大绳暂时固定
住了落水者。随后119消防官兵到
达现场，用船将落水者打捞上岸。
截至记者发稿时，落水男子在医院
接受治疗。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刘茜 摄影 张直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联
系上此次帮李小姐办理合同的凯
撒旅游成都分公司工作人员苏先
生。他介绍，此次旅行使用的是大
溪地航空的包机，“当天是因为大
溪地航空的飞机发生故障，延后
出发，当时大溪地航空方说可以
起飞。第二次还是因为飞机故障
迫降，凯撒旅游出于对乘客安全
的考虑，取消了此次行程。”

苏先生透露，公司已经在2月
1日出具了赔付方案。“目前为止
大溪地航空都没有给出赔付方
案，现在的费用都是由凯撒旅游
垫付的。”至于所谓的20%违约

金，苏先生表示，“这个指的是无
故取消行程，我们是有原因的，出
于安全考虑，不算是无故，所以也
不算违约，不用支付违约金。”

对于李小姐夫妇的要求，苏
先生表示已向上层领导汇报，出
现这样的问题，苏先生表示他也
很遗憾。“但目前的赔偿方案都
是所有乘客同意赔付的，不可能
单一赔偿。”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试图通
过旅行社联系大溪地航空，但截
至发稿未获得答复。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刘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月1日下午，包括李小姐在
内的全体游客都收到了主题为

“致全体游客函（大溪地）”的微
信，发布者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表示，不建议客人
继续此次旅行，同时将全额退还
团费；报销北京客人往返机场打
车费，外地客人到机场往返交通
费用；承担处理期间住宿费、餐
饮费；赠送日韩航线游轮游。

但李小姐夫妇对此并不是
太满意。“我们查过，那个游轮游
打折的时候就2000多块钱。”他
们希望按照合同办事。李小姐介
绍，按照此前与旅行社签订的

《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第17条的
规定，出境社在行程开始前30日
以内提出解除合同的，或者旅游

者在行程开始前30日以内收到
出境社不能成团的通知，出境社
向旅行者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
游费用，同时支付违约金，行程
开始当日，需支付旅游费用总额
20%的违约金。

“凯撒那边不同意，坚持要
按微信中说的赔偿方案行事。”
李小姐说。

2月18日，李小姐夫妇收到
旅行社的全额团费退款。但李小
姐认为，“旅行社应该再按照合
同法支付团费20%的违约金。”

在多方投诉无果后，李小姐
在3月初分别向凯撒旅游成都分
公司、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发去律师函。截至记者
发稿，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

虽然飞机延误了半小时，1月
31日凌晨2点半，两人成功办理出
关手续，从北京出发。在这趟直飞
大溪地的包机上，还有200多位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按照计划，10
多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吹到来
自南太平洋的海风。

但是，90分钟后，李小姐听到
突如其来的广播，“广播中告知，
因为飞机机翼故障，需要返航。”

“在飞机上等候时，旅行社工
作人员说，飞机检修后能修好，但
飞行员需要休息12小时再飞，先
回酒店休息，之后再飞。”李小姐
回忆，迫降的事已经把游客分为
两派：一派不愿再去大溪地，另一
派仍然想去，只是担心行程被压
缩。“我当时还是想去，但确实担
心压缩行程。”李小姐说。

1月31日晚8点半，康先生和

李小姐再次登机。“一上飞机我就
晓得遭了，飞机起飞的噪音特别
大。”康先生这一次再也睡不着，
一直盯着飞机上的电脑实时航线
图看，“原本应该从北京沿着太平
洋飞行的飞机反而朝内陆走，一
直往呼伦贝尔飞，一直在转圈。”
半小时后，看到航线图上目的地
变成北京，康先生叫醒妻子说，

“又要返航了”。
当天晚上10点半，飞机再次

迫降北京，“这一次，旅行社工作
人员陈先生宣布，本次旅游行程
取消。”李小姐回忆，当时大家收
到一张来自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通知，上面
写明“不建议按原计划前往大溪
地，请终止本次行程，凯撒旅游将
退还全部团款。”同时后续补偿方
案将会尽快跟大家协商。

律师支招
是否应该

支付违约金？

蜜月之旅
新婚夫妇花6万元去大溪地旅游

飞机故障
一天内2次起飞2次迫降

行程泡汤
协商未果 游客向旅行社发律师函

旅行社回应：
出于安全考虑取消行程，不算违约

对于李先生提出的索赔，泰和
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秀表示，车辆
虽然在三包期内，但也要确定产生
故障的原因究竟是燃油品质导致的
问题还是零件质量问题。如果检测
确定是燃油品质导致的故障，则由

油品提供者承担责任；如果检测确
定是车辆零件本身的质量问题，则
由4S店承担责任。

兴华中律师事务所律师易川也
认为，确定产生故障的原因是责任划
分的前提，李先生的车虽然在三包期

内，但需要找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故障
原因进行检测，如果是油品导致故
障，则由油品提供者承担责任；如果
是零件本身质量，则由4S店免费进行
修理更换。 成都商报记者 康耕豪

实习生 赵方

律师：需确定故障原因，才能划分责任

飞机上的实时电脑航线图

路人施救

康先生夫妇乘坐的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