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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地相差无几质地相差无几””

花费上万元
买了2件“负氧离子瘦身衣”

曹女士今年52岁，去年，她
在马鞍西路的“尚美坊”减肥时，
店家向她推销一款瘦身衣，称此
款瘦身衣含有咖啡因子和负氧
离子，一天穿8个小时等于在森
林中跑步2个小时吸收的负离子
与消耗热量，价格6400元/件。

“店家说还赠送1件价值3600
元的文胸，可治疗乳腺增生。”曹
女士说，这一点打动了她，于是
买了两件瘦身衣，一共12800元。
她的朋友胡女士也买了一件。曹
女士说，她去年8月1日开始穿瘦
身衣和文胸，同年8月15日，文胸
突然冒烟，她赶紧把文胸的充电
电容器扯下。“我去找店家，店家
又给我赔了两件文胸。”曹女士
说，她以为此事到此为止，对瘦
身衣深信不疑，不管多热都穿在
身上。去年9月，店主又向她推销
一款长款瘦身衣，“内衬红外线，
外含负氧离子”，价格8800元。“我
把瘦身衣拍给朋友看，打算送一
件给她。”曹女士说，朋友看了告
诉她，网上同样的咖啡因子和负
氧离子瘦身衣不过150元至300
元/件。后来，她在网上花158元买
了一件，对比后认为网购款和美
容院款质地相差无几。

送检结果
纤维63.6% 氨纶36.4%

瘦身衣真的含有咖啡因子
和负氧离子吗？今年3月，曹女士
将瘦身衣拿到四川省纤维检测
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衣
服纤维含量63.6%，氨纶36.4%。

“压根就没有咖啡因子和负氧离
子。”曹女士说，拿着检测报告，
她找到店家要求退款，经驷马桥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协调，店
家答应退款200元。

店方也向工商部门提供了
“检测报告”。昨日，记者从驷马
桥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获取
了店主提供的瘦身衣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有两份，一份是《佛山
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检验
报告》和《国家红外及工业电热
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武汉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验报告》，
前者是对2015年能量吊带的质
量检测，后者报告显示全身能量
吊带负氧离子2030个/立方米。

“据我所知，国内没有对负氧离子
的检测标准和行业标准，但进出
口产品有。”四川省纤维检测局孙
姓工作人员说。武汉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所则表示，这份负氧离子
报告是真的，并非伪造。

记者发现，两份报告送检单
位都是佛山市时竟服饰有限公
司，工商信息显示，该企业位于佛
山市，显然不是衣服标牌上的“鑫
瑞艾伦集团有限公司”，也没有证
据能证明送检产品“2015能量吊
带”就是售卖给曹女士的瘦身衣。

店家承认
瘦身衣是经销商贴牌货

曹女士向成都商报记者展
示了这款售价为6400元的瘦身
衣，瘦身衣没有水洗标和领标，
只在衣领上简单印制了尺寸。她
的朋友胡女士提供的照片显示，
衣服吊牌品牌为“鑫瑞艾伦”，生
产企业为“鑫瑞艾伦集团有限公

司”，产地为“广州”，而企业地址
却是“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路
486号3栋1单元7层707号”。

5月14日，记者前往尚美坊采
访，店主肖弟金说，投诉的这款瘦
身衣早就没有卖了。“经过工商协
商没有达成一致，你让她走司法
程序。”根据吊牌上的地址，记者
来到光华东三路486号3栋1单元7
层707号，发现这里并不是鑫瑞艾
伦集团有限公司。工商信息显
示，该公司的全称是四川鑫瑞爱
伦商贸有限公司，登记地址正是
标牌上的地址，但经营范围里并
没有生产服装的资质。

昨日，在驷马桥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追问下，肖
弟金承认，瘦身衣是经销商鑫瑞
艾伦贴牌的。“瘦身衣都是鑫瑞
艾伦卖的，公司地址在苏坡立交
那里，我只是一个中间人。”肖弟
金说，她每件提成10%，还提供
了鑫瑞艾伦联系人唐女士电
话。记者联系了唐女士，她表示
自己早已不在鑫瑞艾伦上班。

监管部门
若拿不出质检报告，将立案

“如果店家无法提供鑫瑞艾
伦企业的质检报告，那么就涉嫌
销售伪劣产品。”驷马桥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所所长刘大泉说，
按照相关法律，如果消费者找不
到生产厂家，可向销售者要求赔
偿。最终，在该所协调下，尚美坊
店家肖弟金赔偿胡女士和曹女
士两人一共4300元。

“现在要求店家继续提供质
检报告，提供不出来的话，我们
将立案深入调查。”刘大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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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第八代凯美瑞
的成功，可以说，也是
TNGA的成功。

TNGA架构对几乎
全部零件进行重新研
发、对核心部件全部采
用全新技术、对整体产
业链全面升级。从造型
设计、驾驶乐趣和安全
性能方面，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均实
现前所罕有的升级，这也使得这款
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全新
换代车型。

说起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由
外至内的诸多变化，最直观的莫
过于外观，完全可以用惊艳来形
容。年轻、时尚、帅气、充满活力，
流线型车身不仅动感十足，而且
增强了驾驶稳定感；更低的腰线
强调了大尺寸车轮的力量感；延

长的车顶后部增加了后排头部
空间，兼顾流畅线条和高水平的
实用性。蓄势待发之势仿若眨眼
间就会一跃而出⋯⋯它打破了
以往所有人对于凯美瑞的陈旧
记忆。

第八代凯美瑞拥有同级车
型中真正的双造型设计，无论豪
华版还是运动版，都拥有动人心
魄的帅气气质，漂亮得自带高回
头率。

4月销量同比增长32%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火爆热销

“真的没有优惠，也没有
现车，现在只能预订。”这是第
八代凯美瑞今年1月上市数月
来，从广汽丰田成都经销商处
得到的惟一答案。

终端的紧俏销售现状也
体现在了数据上。第八代凯美
瑞上市以来销量持续攀升，4
月销量达到10771台，同比增
长 32.1% ；1-4月 总 销 量
43304台，同比增长24.5%。

都说，市场是检验产品惟
一的标准，第八代凯美瑞也许
就是很好的例证。在TNGA架
构下诞生的第八代凯美瑞，以
其前所罕有的炫酷、驾趣和安
全，在赢得市场的同时，也让
需求结构进一步高端化。

经常有人用优惠的力度来衡
量一款车的性价比。这真是天大的
误会。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性价
比的全称是性能价格比，是一个性
能与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

还记得2017年11月16日，全
新第八代凯美瑞上市发布会上公
布价格时的现场情景。包括凯美
瑞、凯美瑞运动及凯美瑞双擎三
大系列九款车型，全系列产品市
场建议指导价“17.98万-27.98万
元”的详细价格表出现在大屏上
时，现场一片欢呼与惊呼。欢呼的
是经销商，因为这车必然会大热；
惊呼的是媒体，因为定价低得超
出预期，因为这个价格决定了这
款车在市场中已拥有非常强劲的
竞争力。

来看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的性
价比高在哪里。广汽丰田为这款车

配置的各种科技、舒适配置均向豪
华品牌看齐，如三屏联动、全系标
配日间行车灯、智能双循环同步制
热·除霜空调、ToyotaSafetySense
智行安全、自适应远近光等配置，
这些配置大大提升用车便利性。核
心车型商品价值全面提升，看得见
的产品装配价值相比第七代产品
提升超过3.5万元。加上TNGA带来
的技术优势，使全新第八代凯美瑞
性价比大幅领先同级车型。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的成功，为
广汽丰田TNGA家族即将上市的
第二款产品C-HR打开了一个良
好的局面。据广汽丰田预计，
TNGA产品家族将推动广汽丰田
迎来强增长周期，2018年将跨越年
销50万台新量级，可望达到55万台
的销量水平，同比增幅超过20%。

（张煜）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之所以热
销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其在动力
和操控方面的改变。

在TNGA全新的设计语言下，
全新第八代凭借极致的空气动力
学设计、轻量化车身结构、车辆重
心的进一步降低、更低的发动机
罩、高性能发动机，以及全新的传
动装置、悬挂、变速器，使其驾驶乐
趣甚至可以与高端跑车相媲美。

丰田最新研发的2.5LDynamic
ForceEngine高效发动机，采用几
十项全新的改革技术以提升性
能 ， 搭 载 丰 田 首 款 Direct
Shift-8AT变速箱以及全新悬挂和
底盘，令驾驭者在享受驾驶乐趣
的同时，乘坐的质感和舒适度也

同步提升。不少购车者就是冲着
这套动力系统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该车还采用了
和雷克萨斯同款的高响应EPS转
向助力系统，转向手感精确、迅速、
紧凑，可以充分减少驾驶员疲劳
感，增加驾驶乐趣。

今年1-4月，广
汽 丰 田 累 计 销 量
161301台，同比增长
15.6%，刷新历史同期
纪录。就在刚刚过去
的4月，广汽丰田单月
销量44158台，同比去
年增长15.2%。

这并不是全部，4
月广汽丰田仅订单就已超过5.1万
台，取得了历年单月订单量新高。这
其中，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可谓功不
可没，4月单月销量达到10771台。

一位成都经销商销售负责人
称，现在他最头疼的就是亲戚朋友
找他买凯美瑞，因为就算是这种很
亲近的“关系户”，他一样拿不出任
何优惠。然而，即使是在没有优惠，
没有现车的情况下，第八代凯美瑞
的订单仍然在不断增长。

第八代凯美瑞销量不仅增长，
还是高质量的增长。从订车的情况
来看，高功率版、高配款和混动版车
型反而更受消费者的喜爱。其中，第
八代凯美瑞2.5L和混合动力车型销
量占比超过60%，混合动力销售比
例提升至12%，同时运动版销售比
例达到17%。

目前第八代凯美瑞仍有超过
2.3万台的剩余订单，终端价格保持
坚挺，呈现高质量热卖态势。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月销量过万 年轻帅气自带高回头率

改变让它拥有更棒的驾驶乐趣

没有优惠就代表性价比低吗？NO！

广告

在第七个世界电信日即将到来之际，
5月15日下午，四川联通召开新闻发布会，
详细介绍中国联通“云网一体”七大产品
以及四川联通助力数字四川的“万企上
云 智领未来”行动计划。

发布会上，四川省信息化办公室专职
副主任陈文涛在致辞中表示：四川省经信
委长期致力于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转型
日程，加速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积极培育我省云服务优势产
业，加快推进“企业上云”行动，也做出了

“两化深度融合，万家企业上云”的专项部
署。混改后的联通，强化与社会化合作伙
伴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对内努力推进市
场化转型，企业运营效率、管理方式和业
务发展模式的重塑取得突破性进步，为打
造“五新”联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联通副总经理邹显荣在致辞中
指出：“两化深度融合，万家企业上云”工
程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工作。四川联
通郑重承诺并发布助力数字四川的“万企
上云”行动计划，将围绕“以网为基、以云
为壤、以客为本和以融为纲”的策略，综合
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构
建“云网一体”的新网络。通过更贴近用
户、更适于跨域部署的云资源布局，使网
络资源利用率更高，调度更灵活，让用户
可以一点接入、多点部署、全网服务。同时
还将依托云网一体优势，深入推进“云光
慧企”活动，年内助力万家企业部署上云，
推动中小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加快四川工业互联网发展，促进四川工业
转型升级、产业持续创新。

四川联通依托云网融合，聚焦沃云“公
有云、行业云、私有云”三大云产品，紧扣

“上云用云”主题，为政务、教育、医疗、金融
等重点行业提供了近100个省、市以及行业
级别的云解决方案。针对中小企业部署的

“云光慧企”活动，通过整合阿里巴巴、腾讯
等战略合作伙伴的公有云产品，结合不断
深化落实的提速降费工作，为中小企业提
供一流的云服务和光网络。活动启动两个
月来，已为全国2万余家中小企业提供了沃
云服务。在发布会现场，记者实时连线采访
了宜宾市第四人民医院、泸州能投集团，他
们表示，使用联通沃云产品后，企业运营成
本得到有效控制，运营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今年3月，中国联通在北京发布了包
括云联网、云组网、云专线、云宽带、联通
云盾等在内的“云网一体”七大产品，并
以云为基础，积极引入SDN、NFV、云计
算、超宽带网络等技术，加快推动向“新服
务”转型为目标，重构网络基础架构，以开
放姿态建设未来网络，适应客户信息化新
需求。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何谷

四川联通
“万企上云 智领未来”

助力数字四川

今年1月，曹女士以美容院经销
瘦身衣为名，在某网购平台随机选取
了两家厂家进行咨询。她提供的多张
聊天截图显示，两家瘦身衣厂家都能
够提供贴牌服务。

“我们可以提供水洗标。”一家名
叫“佛山市悦缘服饰有限公司”的客
服说，顾客先将需要的塑形衣件数拍
下，邮寄想要的品牌/吊牌至厂家，由
工厂进行吊牌更换，最后将内衣打包
发回就完成了。“不需要先预付定金，
只需要在网购平台拍下，贴牌后由我
们直接发货，不过不能退换。”

贴牌衣服是否提供质检报告？面对
曹女士询问，另一家名为“龙岗区龙城
都市公主内衣厂”的工作人员回答，“没
有，大部分都是直接PS的。”客服说，如
果曹女士愿意等，可以为她PS一份。

贴牌衣服能卖到高价么？“价格主
要根据城市的消费力和客户的购买力
来决定。”佛山市悦缘服饰有限公司的
客服说，他举了一家北京美容院的例

子，这位客户将网购平台标价230元/
件的美容内衣卖到两三万元，如果在
成都，卖个五六千元轻轻松松。

昨日，记者以美容院老板身份随机
从某网购平台选取了两家内衣厂进行
求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丰美内衣
厂”售卖一款“进口意大利美容院塑身
衣连体长袖款”，平台标价398元，据称
面料是咖啡因，加入了负离子功能。若
需贴牌，不额外增加费用，但1000件起
订，价格便宜至120元。“洗标、领标和吊
牌，都需自己提供。”这位客服说，他们
生产的负离子美容内衣都有质检报告，
是通过正规机构检测做的。贴牌衣服能
否卖高价？客服回答：肯定。“这款售出
价一般为3000元到5000元左右”，若想
卖得更贵，就要靠自己推广和宣传。

另一家名为“佛山市歌缘娜服饰
有限公司”的内衣厂，对贴牌条件放得
更宽松，订单量只要达到3件即可提供
贴牌服务，但不提供水洗标和领标。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陈柳行

店家称含负氧离子和咖啡因子 送检结果：纤维63.6% 氨纶36.4%

上万元买2件瘦身衣 竟是贴牌货
“瘦身衣含有负氧离子和咖啡因子，抗菌抑菌，抗电辐射，一天穿8个小时等于在森林中跑

步2小时吸收的负离子与消耗热量……”听到店家的宣传，成都的曹女士动心了。去年7月，她
花12800元从马鞍西路的“尚美坊”购买了2件咖啡因子和负氧离子瘦身衣。后来，她发现网购
平台上的类似瘦身衣不过150元~300元/件。今年3月，她将衣服送到四川纤维检测局检测，发
现衣服纤维含量63.6%，氨纶36.4%。愤怒的曹女士通过种种渠道维权，昨日，尚美坊店主肖
弟金承认衣服是经销商贴牌货，赔偿曹女士等人4300元。下一步，驷马桥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所要求尚美坊提供产品合格报告，否则将立案查处，按照《产品质量法》予以处罚。

送检发现

消费者伪装美容店老板网上暗访：

瘦身衣可贴牌卖高价 质检报告可PS

曹女士购买的瘦身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