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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下载
商报客户端，
进入“投诉”频
道，点击“我要
投诉互助”按
钮，上传您在
消费中产生的
纠纷和问题，
以及您的姓名和电话，以便我们第一
时间与您取得联系。

■为消费者排忧解难、深入维权
■揭穿消费陷阱、曝光不良商家

好心塞
自驾游告吹还被记12分

7月31日，家住双流区的王先
生，以17万余元的价格，在位于益
园三路的陆风汽车4S店全款购买
了一辆“江西五十铃”皮卡汽车。8
月1日，在4S店的帮办之下，拿到
了一张临时车牌，8月2日将车开
离。因为提前与好友约了一场甘肃
的自驾之行，8月4日，王先生便带
着一家4口开着这辆新买的皮卡汽
车上了路。

与王先生随行的，还有另外四
个家庭，共计 18 人。按照计划，他
们从成都出发前往甘肃敦煌，再从
敦煌一路游玩回成都，共计10天。
然而行程刚刚过半，他的自驾之行
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8月8日，王先生遇到了第一
次“意外”。在敦煌上高速时，他的
车子被高速入口处的交警拦了下
来。询问临检过程中，王先生被告
知，其车上放置的临时车牌存在问
题。“警方说牌照的纸张有异样，仔
细检查，又发现号牌有伪造嫌疑。”
王先生介绍，警方一说，让他深感
意外。王先生将此情况反馈给了
4S店的销售人员，很快，对方给他
发来了一张显示为临时号牌办理
系统的图片，图片中详细记录了其
个人及车辆的信息。为了证明车辆
没有问题，王先生将购车发票与这
张图片一起交给了当事交警，一阵
解释之后，王先生才被放行。

然而，“8月9日，当王先生准
备从瓜州前往嘉峪关时，又再次被
拦停在了高速入口。经当地交警查
实，王先生车上的临时号牌确为假

牌照。王先生也被处以记12分，罚
款500元的处罚，其车辆也无法再
继续上路。

好心虚
4S店员工支招：“私了”

连续两天遭遇拦停，最终被扣
掉12分，还罚了款，剩下的自驾行
程也无奈结束，此时的王先生气愤
不已。王先生就此质问了当初为他
办理临时牌照的4S店员工。

“在我跟他们联系的过程中，销
售人员给我发来了他在后方联系解
决的聊天截图，给出的办法是喊我
把交警单独喊到一边，先‘私了’，再
在当地重新打个临时牌照。”王先生
介绍，“肯定不可能啊，如果号牌没
有问题，为什么要这样？”

车子无法上路，整个车队也受
到影响，滞留在当地。三天后，王先
生才找到了托运车辆，将车托运回
成都，自己一家则乘坐飞机返回。

“单单托运费就花掉了1.7万元，托
运中转了三次。”

回到成都后，王先生便赶到
4S 店讨要说法，要求对方解释为
何会出现牌照虚假的问题，同时要
求 4S 店赔偿自己的损失，包括托
运费、滞留当地的花销、回程机票，
以及扣掉12分后重新学习考驾照
的损失等，合计7万余元。4S店方
面承认号牌确实有假，表示愿意给
予一定的补偿，但无法接受7万余
元的赔偿要求。

好没谱
“对方说是真的，就用了”

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王先生
向警方报了警。昨日下午，成都高
新公安石羊派出所已经展开调查，
并将王先生、4S 店相关人员带到
派出所进行调查询问，期间，还将
涉嫌制造假号牌的人员也带到了
派出所。

在现场，4S店销售主管何先生
向记者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何
先生称，王先生确实在这家4S店买
了车，办理了临时号牌，但假号牌并
非公司行为。何先生介绍，王先生买
车后，当时店内有现存的号牌，但是
使用期限只有7天，而王先生嫌时
间太短没有要，加上对临时号牌要
得很急，去辖区的交警一分局办理
的话又需要排队，之后上户专员就
托“外边”的人员帮忙办理。“但经我
们了解，店员当时也不知道这是假
的，对方说是真的，就用了。”

“这是店员的个人行为，4S店不
可能这么做，我们肯定会对员工做
严肃处理。如果店员有触犯法律的
行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何先生说。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绵阳南山
中学获悉，该校高2019届11班学生刘
雨杰成功考取 WLSA 精英奖学金项
目，成为考取该奖学金的四川第一人。

据介绍，WLSA 是世界名中学联
盟（World Leading Schools Associa-
tion）的简称，该联盟在欧盟教育基金
会倡导下，于2011年由英国、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国家的知名
中学联合发起成立，主席为伊顿公学
校长。目前有会员学校 50 所，其中中
国学校 17 所（北京四中、复旦大学附
中等），美国13所，英国8所，其他国家
12所。

WLSA 精英奖学金从 2015 年开
始，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10 名左
右优秀的初中和高一学生接受国际
精英教育。今年上半年，南山中学成
为四川省唯一获得该项目选拔资格
的学校。南山中学对外交流合作处主
任许强介绍，今年 5 月，学校组成工
作小组，在高一学生当中推荐出 6 名
成绩优良、素质全面的学生参加了
Skype 面试、笔试、PPT 展示、小组活
动等严苛的选拔。

许强介绍，几天前，从WLSA总部
传来喜讯，该校高2019届11班学生刘
雨杰成功考取 WLSA 精英奖学金项
目，成为考取该奖学金的四川第一人。
奖学金每学年约16万元人民币，包括
学费、书本费、住宿费、生活费、往返路
费等。然后，WLSA免费提供国外大学
申请服务，指导学生申请国外大学全
额奖学金。经过申请，学生一般情况下
将就读国外一流大学（主要是美国排
名前 20 的名校）。如果学生从国外大
学获得全额奖学金，WLSA将不再进
行奖学金资助。如果学生未能从国外
大学获得全额奖学金资助，WLSA将
提供最高 100 万元人民币资助，确保
学生有足够的资金在国外大学完成本
科阶段的学业。

“也就是说，刘雨杰从高二开始，
到大学毕业，将可能获得上百万的奖
学金。”许强说道。据介绍，刘雨杰在考
取该奖学金后，奖学金出资方还专门
到了绵阳，对其背景进行了考察，包括
学校、老师以及家长，并签订了相关协
议。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图据南山中学

装修一个月还是烂摊子

今年 6 月，72 岁的老张终于
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按照他的计
划，经过装修，10月份就可以住上
电梯新房了。交房前半年多，老张
就不断地接到来自装修公司的电
话。“一天至少十几个。”他选了一
家名为“瑞艺装饰集团”的公司。

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老张被装
修公司的推介吸引了。“看样子还是
很正规，里面也有很多锦旗，还说国
庆搞活动，优惠很大。”当即，老张就
交了2000元订金。今年1月，还未交
房就又签订了装修合同。按照“行业
操作”，老张再次交了 30%的装修
款，共2.5万元。7月，装修队进场时，
又被要求补交了2万元。老张称，装
修公司承诺，“啥都不用担心，到时
候只管入住就行”。根据合同约定，
两个月后就可装修完毕。

老张原想，交了钱就只等入住
了，然而装修没几天，装修公司就
要求补交尾款，否则就无法按时装
修完。不得已，老张又交了3万元。
此时，他前前后后已经交了7.7万
元。但房屋除了地板贴上了地砖，
墙面做了简单处理后，就再没进

展。“交了那么多钱，一个月了都还
是一个烂摊子。”

老张觉得，装修进度慢一点也
还能将就忍一忍，但他发现，从 8
月开始，装修工人也不见了踪影。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8月8日他
接到电话称，装修公司已经“跑路”
了。老张还有些不信，慌忙跑到公
司一看，果然，一片狼藉，除了一群
讨说法的业主，公司人员已不见人
影。老张顿时傻了眼，“好多钱都还
是向朋友借的啊！”

涉及成都及省内外多地业主

在现场，他还碰到了不少同小
区的业主。业主们在现场发现了几
份装修公司的客户资料，一清点，
至少有70余家曹家巷广场的业主

遭受影响。而所涉金额也从三四万
到八九万不等。

16 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
到了“瑞艺装饰集团”所在的金科
中心。位于四楼的办公区已经人去
楼空，现场凌乱地摆放着众多办公
桌椅，电脑等办公用品已经搬离。
部分桌子以及地上散落着大量装
有客户资料的档案袋。记者从中看
到，涉及的客户除了曹家巷广场一
期的业主以外，还包括成都的多家
业主，更有来自遂宁大英、南充营
山、阆中，甚至西安等地的业主。

在现场，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
双水碾派出所的警务人员。据其介
绍，自8月7日开始就已接到了几
十起报案，所涉业主众多。目前，警
方已经介入，正在就此进行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报道

外卖送到了，于女士打开包装盒，
取出筷子，搅拌冒菜，却发现一条蚯
蚓。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于女士点餐的
冒菜店，发现大门紧锁。随后，记者从
成都市武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了解
到，目前他们已经介入了调查。当天下
午，记者了解到，这家门店已经被责令
停业整顿。

8月16日中午12点左右，于女士
在美团外卖上点了一份冒菜。“当时搜
索附近的冒菜，出来的第一家就是‘小
明家干拌冒菜’。”于女士说。这份冒
菜晚了两分钟才送过来。于女士赶紧
拆开包装，搅拌里面的冒菜，却发现一
条蚯蚓。于女士头皮一阵发麻，赶紧跑
去漱口，她觉得瞬间没了胃口。

昨日上午10点左右，根据商家在
美团上显示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这家
位于武侯区兆景路的餐馆，不过，门店
的大门紧锁，透过玻璃门望去，里面也
没有人。

随后，记者以询问冒菜订餐情况
为由，联系到了店里一位负责人，对方
表示，菜品都是附近菜市场买的，由请
来的阿姨进行清洗，对于蚯蚓出现的
具体原因，他表示无法确认，他也是通
过美团外卖后台才得知冒菜出了问
题。“店中的材料和配料都是自己弄
的，家里人也吃店里做的冒菜，都没有
遇到问题”。

记者在武侯区簇锦街道办事处市
场监督管理所了解到，通过初期的调
查，他们认为蚯蚓出现在冒菜里，可能
是因为菜品没有清洗干净。执法人员
在前往门店调查过程中发现，这家冒
菜店虽然拥有营业执照，但并未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证，目前已经责令其关
门停业整顿，对于蚯蚓出现在食品中
的具体情况，还要做进一步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刘小泽

5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9936
件 接待125924人次

“近5年来，成都市消协积极受理
消费者投诉，及时化解消费纠纷，便
捷高效开展消费维权工作，切实保障
了全市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成都市
消协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2015年
3 月 15 日开通成都市 3·15 消费者服
务网站后，实现了消费投诉的网上受
理处置、网上调查统计、网上宣传指
导等功能，消费投诉受理便利度得到
了极大的提升。

同时，在社区、学校、企业等消
费集中场所共设立消协投诉站，方
便消费者就近投诉、维权，指导经营
者主动和消费者自行和解，解决了
消费纠纷，化解了社会矛盾。市消协
先后在四川省汽车汽配服务业商
会、成都市电子商务协会设立了消
费维权投诉站，指导温江区消协在
人民银行温江支行建立了全省首个
金融消费投诉站。据统计，近 5 年

来，全市各级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
者投诉 49936 件，接待来访和咨询
125924 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 9720 多万元，收到锦旗或表扬信
141面（封）。

维权协同共治构建新格局 社会
监督工作形成新局面

围绕成都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
实际，在市政府支持和市工商局指导
下，成都市消协大力开展各职能部门
协同联动的消费维权大平台建设。其
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了小额消费
纠纷快速诉调对接机制，市商务委出
台了《成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
天堂行动计划》等政策。市旅游局持
续开展以“诚信旅游、满意成都”等主
题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行动，市房管局
组织房产市场专项检查百余次，纠正
违法行为8000余起，市食药监局全面
启动了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市工商局组织开展重点行业商品质

量抽检，建立“诉转案”对接机制，严
厉查处消费侵权案件，积极开展各类
专项整治行动。

与此同时，成都市消协争取相关
职能部门和理事单位支持，积极发挥
社会监督功能，不断扩大消费维权的
社会效应。5年来，积极参与有关部门
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组织消费
维权志愿者通过明察暗访、问卷调
查、专家点评等方式，对银行、出租汽
车、家具家装、家用电脑、快递服务业
以及无障碍设施等开展消费调查评
议工作20余次，形成专题调查报告。
针对市场热点开展了茶叶、地板等商
品的比较试验，为消费者选购优质的
商品和服务提供实用信息。

全市已建立425个消协投诉站

近 5 年来，全市各级消协与各理
事单位履职尽责，针对消费热点、难
点和消费维权新特点、新问题，先后
围绕“让消费者更有力量”、“新消法、
新权益、新责任”、“网络诚信 消费无

忧”等主题，以建设安全健康消费环
境和推动“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
为主线，大力宣传新《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大力开展消费教育进社区、
进学校、进企业等活动。5 年来，全市
各级消协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00
多万份，建立消费教育示范基地 3
个，2 万余人次消费者参观基地；开
展“汽车维修、食品安全、网络购物”
消费体验 10 余次，发布消费提示警
示近百次，有效提升了全社会的消
费维权共识。

截至2017年8月，全市已建立副
省级消协组织1个，区（市）县级消协
组织22个，街道社区、乡镇消协分会
146 个，企业、商超、学校等消协投诉
站425个，组建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1
个。同时，在全市范围公开征集30名
消费维权志愿者及20名消费咨询专
家，组建了具有专业知识并热心消费
维权事业的消费维权志愿者队伍和
行业专家咨询队伍。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四川第一人四川第一人
绵阳高一学子考取
WLSA精英奖学金项目

成都消协5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720多万

外卖冒菜里
“送”了条蚯蚓……
涉事餐馆已被责令停业整顿

开着新车自驾游 途中被交警拦停
被罚款记十二分 只得半路回成都

4S店员工
办假临时号牌

至少70余户业主受影响

装修公司跑路 警方介入调查

原本计划10天的甘
肃自驾游，行程刚刚过半，
就不得不结束。8月9日上
午10时许，王先生驾驶的
车辆在甘肃瓜州前往嘉峪
关的高速入口处，被当地交
警拦了下来。在被询问检查
时，王先生被告知，车上使
用的临时号牌系虚假号
牌。王先生最终被记 12
分，并被处以相应罚款。

无奈，王先生只得将
车托运回成都，一家人再
乘坐飞机返回。回到成都
后，王先生找到了位于益
园三路的这家向其售车并
办理临时号牌的陆风汽车
4S店讨要说法。临时牌照
是否系伪造？4S店最终
承认，号牌的确存在问题，
并提出愿意给予一定的赔
偿。昨日，该4S店销售主
管何先生向记者表示，号
牌是店员托人办理的，属
私人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受访者供图

说起自己房子装修的
事，72岁的老张气愤不
已，还不敢让亲朋好友知
道。老张是曹家巷的返迁
户，今年6月，曹家巷广场
一期交房，7月份，他签订
合同的装修公司开始进场
装修。按照老张的计划，最
晚 10月份就可入住。然
而，一个多月过去了，房屋
依旧还是一个烂摊子。更
让人糟心的是，8月8日
当天，装修工人也不见了
踪影。随后才得知，他已支
付了7.5万元装修款的装
修公司“跑路”了，装修公
司办公地已经人去楼空。

为啥？

王先生购买的车辆

装修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一一 民事方面民事方面，，44SS店应该对王先生的损失进行赔偿店应该对王先生的损失进行赔偿。。
二二 在刑事问题方面在刑事问题方面，，如果如果44SS店员工存在伪造行为店员工存在伪造行为，，则将面临刑罚则将面临刑罚。。
三三 44SS店员工如果也不知情店员工如果也不知情，，则要追究制造者的法律责任则要追究制造者的法律责任。。

5 年来，全市各级消
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49936 件，接待来访和咨
询125924人次，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 9720 多万
元……今日，成都市消费
者协会将举行第六届理事
会一次会议。作为消费者
的“娘家人”和“代言人”，
成都市消费者协会第五届
理事会自 2013 年选举成
立以来，紧紧围绕成都建
设和谐宜居生活城市部
署，按照上级消协组织工
作重点和市工商局消费维
权工作安排，领导全市各
级消协组织充分履行新

《消法》赋予的法定职责，
在投诉调解、维权宣传、消
费引导、社会监督、自身建
设等方面工作成效明显，
为促进消费环境改善，促
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
献，成都市消费者协会也
多次被中国消费者协会评
为先进集体。

律师
观点

刘雨杰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