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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成都人
“双11”最爱买羽绒服

今年“双11”成都消费者购买最
多的商品中，羽绒服、手机、毛呢外
套、沙发、床位列前五名。从数据中
也可以看到，成都人非常重视自己
的身体保健和“面子”，最喜欢的五
大进口商品是：保健食品、面膜、牛
奶粉、面部精华和纸尿裤。

90后年轻人最爱买的商品是羽
绒服，手机排在了第二位，而00后新
兴群体最爱的是棉衣、休闲鞋、卫衣
和笔记本电脑。保健食品、手机、羽
绒服位列50后群体网购前三名。

会耍也会吃的成都人最爱的土
特产包括牛肉、大米、三七、枣类制
品、枸杞。

90后接棒80后
成“双11”成都最大消费群体

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成
都今年“双11”消费的主力人群是90
后人群，占据消费总额的42.70%，而
80后消费群体消费总额为38.76%，
另外和2017年阿里巴巴“双11”成都
数据相比，90后成功接棒80后，成为

“双11”成都最大消费群体。
“双11”四川商品对外销售额

39.33亿，同比增长33%。“四川造”
家电数码产品以及食品行业也再
次刷新纪录创造佳绩。11月11日
当天，投影品牌成都极米科技全
渠道销售额突破3亿大关，其中天
猫单品销量第一，苏宁销售额、销
量排名第一，占苏宁投影品类份
额高达71.9%。

四川火锅也在“双11”卖得欢，
小龙坎方便火锅、火锅底料两样单
品成为天猫“双11”行业单品销量冠
军，四川本土鞋企阿么“双11”一小
时就达到3万双的全网销售数据。

成都线下店也红火
一家便利店38分钟遭“抢”空

和往年不同，今年阿里本地生
活服务公司首次参与到天猫“双11”
活动中来，11月11日晚，饿了么开展

“抢购便利店”活动，广州、深圳、成
都三家7-Eleven便利店总计近9000
件库存商品均被抢购一空。其中成
都的最快，仅花了38分钟，同时段订
单同比增幅约为320%。

数据显示，天猫“双11”开抢后的
首个30分钟，就有近80万用户涌入口碑
APP提前购买线下吃喝玩乐的套餐，套
餐购买笔数就超过了日常全天的3倍，
口碑点单交易数同样直线上升。

据饿了么方面的数据统计，11月
10日18：00-21：00，饿了么平台订单
量成倍上升，其中新零售订单量同比
增幅177%，新零售用户数同比增幅
167%。而在11月11日0：00-9：00，饿
了么新零售订单同比增幅114%、新
零售下单用户同比增幅106%。

物流订单量突破10亿大关

天猫“双11”卖得多送得快，截
至11日24点，签收量省份排名四川
第6，城市排名成都第5。菜鸟网络的
数据显示，11月11日当天，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中，广东、江苏、浙江、山
东、上海包裹量最多，河南、四川、湖
北、福建、湖南紧随其后，跻身前10，
广西、云南等地也进入了前20名。

消费升级之下，消费需求依然
强劲。今年天猫“双11”诞生了两个
新的纪录：全天交易额超过2000亿
元，物流订单量也突破10亿大关。值
得关注的是在已经签收的城市中，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收货量
最多，武汉、杭州、南京、重庆和郑州
也在前10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胡沛 实习记者 杨程

真相
大白!

“突然觉得好累”，不排除会起诉

记者从叙州区公安分局了解
到，时值“秋风行动”期间，叙州警方
高度重视此事，立即指定辖区长江
大道派出所进行全面调查。

经警方查明，2018年10月28日
晚，王南在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大地坡
锦绣龙城坐的士去屏山。到屏山后下
车时，王南将自己的包遗失在该的士
车上，包内有现金5450元及其他物
品。当时宜宾蓝星出租车公司代班驾
驶员罗国富并不知情，并于10月29日
凌晨2时许回到叙州区南岸，将的士
车停放在中渡口一洗车场洗车。

叙州警方称，在洗车期间，洗车

场工作人员曾西（女，63岁，翠屏区
人）在对该的士车内部进行清理时，
发现了王南的手包。曾西趁司机罗
国富不注意，迅速将包内一叠人民
币抽出，并放入自己衣服右边的口
袋内，再将剩余的钱和包交予出租
车司机罗国富。

据曾西向警方交代，回家后对
这叠现金进行清点，共计4700元；此
后，出租车司机罗国富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只发现了包内剩余的750元
现金，并在王南找到时予以归还。目
前，警方已全额追回乘客被盗的现
金4700元，案件仍在办理中。

拾金不昧“罗生门”

洗车工盗走洗车工盗走47004700元元
司乘双方仍有分歧司乘双方仍有分歧

39岁的罗国富是宜宾市高县潆
溪乡人，生活和工作中大家习惯叫他
罗骁，父母在家务农，还有个弟弟在
外地打工。“突然觉得好累，心累，想
休息，睡一觉。”11月12日，接受完记
者采访，自称被此事折腾得“亢奋”了
半个月的罗国富如释重负。罗国富
说，无论是网上还是线下，好多人都
质疑是他拿了乘客的钱。罗国富长长
地叹了口气说：“拾金不昧的行为，居
然让我那么心寒……”

对于乘客王南所称的5450元，罗
国富一直不相信。“坐出租车，包里少了
4700块钱，怎么可能不让驾驶员退出
来就算了的？怎么可能反过来不接驾驶
员电话？”罗国富据此认为：“这个乘客是
不是自身有问题？”为了弄清原委，逼迫
乘客出来回应，罗国富开始在网上发帖。

罗国富告诉记者，10月29号晚
上自己将钱包还给乘客后，不但没
有拿到乘客此前承诺的“感谢费”，
还很快接到“老板”串小明的电话，

“喊我退2000多元给乘客，这个事就
算了。”罗国富据此认为，乘客的不
实反映造成了他在“老板”眼里的评
价降低。串小明告诉记者，他是宜宾
蓝星公司的签约正班驾驶员，开的
是川Q8166E出租车。因为一个人跑
不过来，串小明请罗国富代班。

“我咨询了身边的稍微懂点法
的朋友，他们给我提了两点对失主
的要求：一是在报道过这个事的媒
体上公开赔礼道歉。二是主张感谢
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
40000元。”罗国富说，他不会主动联
系乘客，但不排除会起诉乘客。

宜宾乘
客王南乘坐
出租车时，
装有 5450
元现金的手
包 遗 失 车
内。而当宜
宾蓝星出租
车公司“的
哥”罗国富
（常用名罗
骁，此前报
道 化 名 罗
北）将包归
还失主时，
包内的现金
少了 4700
元。

司乘双
方 不 欢 而
散，进而在
网络论坛互
怼：罗国富
认为自己是
拾金不昧反
遭冤枉让人
心寒；乘客
公布车内监
控视频认为
钱财被侵占
没 有 冤 枉
人，洗车工
曾西声称只
是看到包内
有钱，但否
认自己拿了
钱。一起普
通的乘客财
物 遗 失 事
件，三方各
执一词，演
变成了“罗
生门”。

贺 燕 飞 刘
静 成 都 商
报-红星新
闻首席记者
罗敏（王南，
曾西为化名）

司机有错在先，
不会赔礼道歉

乘客王南告诉记者，11月11日，他接到叙州
区公安分局长江大道派出所民警电话后，带着
民警于当晚10时30分左右到了涉事出租车事
发洗车点。“我把当晚洗车的女性洗车工指认给
了警方，我就走了。”王南说，大约当晚11点多，
他接到民警电话说被盗的4700元追回来了，洗
车工承认包里丢失的4700元钱全是她拿的。

虽然警方查明了真相，追回了损失，但王
南称仍有谜团没有解开。“退回来的钱款面值
不对，我包里原本没有5元币和1元币，就是54
张100元币，1张50元币，和六张角币。”王南
说，他并不认为自己冤枉了驾驶员，并建议警
方作更进一步调查。

“最开始我就认为是洗车老人拿了包，我
打电话是让驾驶员配合我。我把包拿回来了，我
还要感谢他。”王南称，“此时包明明就在驾驶员
手里，他却说包在老人那里，他去给我拿回来。”
王南认为此事最后闹得满城风雨，就在于驾驶
员没有第一时间说实话，还率先在网上发帖。

“我掉了4700元是事实，看了视频才分析
是洗车工可能拿了钱，驾驶员也接触了钱。”王
南认为自己自始至终没有说驾驶员拿了钱。

“你说我敲诈你4700元，还是2700元，最终追
回来的还是4700元，说明我没有说假话。”王
南说，因此自己不会给驾驶员赔礼道歉。

宜宾蓝星出租车公司负责人表示，出租车
驾驶员是服务性岗位，要以服务来取得乘客的
认可和市场地位。驾驶员受了委屈，公司应该给
予安慰。但驾驶员还是要从服务上下功夫，受点
委屈在所难免。公司或行业协会鼓励驾驶员以
优质文明服务取得市场，如果驾驶员自身权利
受到侵害，公司也支持驾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成都人天猫“双11”贡献53亿多元
90后接棒80后成最大消费群体

互相指责非理性之举
四川明炬（龙泉驿）律师事务所王仁根律

师表示，此事件真相水落石出，有利于维护各方
利益，维护法律权威，彰显道德力量，是件好事
情。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本是一起并不复杂的事
件，却把司乘关系搞得很僵。这在于事情发生
后，乘客缺乏必要的理性，用自己的偏见代替了
客观，其在网上发帖指认“的哥”侵占财物的行
为，构成了事实上的名誉侵权，应当赔礼道歉。
当然，后来双方互相指责也非理性之举，多一分
沟通、理解、信任会让司乘关系更和谐。

王仁根认为，洗车工的行为已涉嫌构成
盗窃罪。原因在于：当乘客将包遗失在车上时，
其对财物的控制权转移给了司机。财物在出租
车上，并没有超出可控范围。洗车工将财物偷
偷窃取，导致大部分财物已经失控。这是盗窃
犯罪既遂，且数额较大，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王仁根律师提醒：“不义之财君莫取。”
王仁根说，犯罪有时就在一念之间，一定要
时刻把持住心中的不良欲念。“手莫伸，伸手
人生将面临两重天，届时悔之晚矣。”

记者随机做实验
四处里两处能开
成都市停车行业协会：将督促会员单位自查完善

在互联网+时代，停车场也从管理员手动抬杆，到摄像
头抓拍识别自动抬杆；最终实现无人值守，也是智能化浪
潮的大势所趋。因此，车辆道闸成为小区、办公楼和商场等
场所的第一道“防线”。

近日，有网友称，用手机拍下车牌，再用手机照片对准
停车收费系统的摄像头，摄像头就能抓拍出照片中的车牌
号，轻松打开道闸。如果车辆道闸真像网传那样刷照片就
能打开，那么这道门禁是否就形同虚设？小区、办公楼和商
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记者随机选取了1个办公区、2个小
区和1家商场进行实验，并就上述问题采访了成都市停车
行业协会和相关停车收费系统服务商。

“拍下某小区业主的车牌，再
用这张照片对准小区停车收费系
统的摄像头，摄像头通过照片中
的车牌号，就能轻松打开小区大
门”，网络传闻引发网友热议。

随之，有网友发出疑似验证
上述说法的视频。视频中，车主
通过事先拍好的车牌号照片，然
后用手机对着门禁系统的摄像
头。这个时候，大门在他身后缓
缓打开。

一些网友看后表示震惊。但
由于视频没有背景交待，有人完
全不敢相信，要知道有的小区停
车系统是不允许外来车辆进入
的，只有电脑系统里存在的车牌
才能进。“会不会只是在摄像头面
前摆个造型？门是用其他方式打
开的？”也有一些网友将信将疑。

为了解决网友的疑惑，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近日随
机选取了1个办公区、2个小区
和1家商场进行实验，并全程拍
摄高清视频和照片，还原真实
的全过程。

2实验

在红星路某办公区，记
者事先找到一位月租车主，
并用手机拍下了这位车主
的月租车车牌。由于车辆已
停放在内，记者首先在出口
道闸前打开手机照片，对准
停车收费系统的摄像头。第
一次实验，“奇迹”并没有发
生，系统没有反应。但当记者
再次将照片靠近一点、对准
一点，这时，系统发声了，准
确读出了照片上的车牌号，
并在屏幕上显示，同时抬杆
放行。

出口能放行，入口又能
不能进呢？因前面的操作令
系统认为车辆已出场，在入
口摄像头处，记者再次将手
机照片对准摄像头，系统再
次准确读出照片上的车牌
号，再次抬杆放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能够抬杆，但由于没有车辆
过杆，无法自动放下栏杆。

实验1：某办公区

拍下月租车牌
进出都能抬杆

网传 车牌拍张照
就能骗过摄像头？

实验2：某商住混合小区

入口处刷照片，系统抬杆放行
在红星路某允许临停车辆进入的商住混

合小区，记者用手机里已有的车牌照片，对准
入口道闸摄像头，系统准确抓拍识别，屏幕显
示车牌号，并抬杆放行。管理人员虽对结果感
到意外，但表示，出场时，系统会进行比对，进
出车辆不一致不会放行；而临停车还涉及费
用，没交费不会放行。随后，他手动在系统内
消除了记者实验产生的停车记录。记者并未
能实验出场是否能通过手机照片抬杆。

在建设路一家大型商场，停车收费系统
和道闸看起来很新。由于前两次均成功利用
手机照片抬杆放行，一开始，记者很自信地用
同一张手机车牌照片对准入口道闸摄像头。
见道闸纹丝不动，记者不停变换上下位置，转
换角度，调整远近，系统完全没反应，摄像头
并未抓拍。

一位保安人员已通过视频监控注意到记
者，他了解到记者在进行的实验后表示，这个
停车收费系统要通过地下线圈感应到车辆，
才能触发视频抓拍。“能用手机抬杆的可能是
最老式、没升级系统的。”他推测说。

实验3：某大型商场

系统完全没反应，摄像头未抓拍

实验4：某普通小区

摄像头未抓拍
没有自动抬杆

那么，有没有可
能先把车开上去压线
圈，再出示手机车牌
照片进行视频抓拍
呢？在建设路一个住
宅小区，记者目睹车
辆入场过程后，推翻
了这种猜想。

在道闸前，地面
画了一个框线，并标明
是识别区。当车辆停在
框线内，摄像头就开始
抓拍。如果因车辆停放
位置抓拍失败，或者车
牌号未在系统内，摄像
头下的屏幕就显示“未
识别”。这时就需要保
安人员人工介入，查实
放行。

而记者举着手机
照片，也是不停变换
上下位置，调整远近，
入口道闸摄像头未抓
拍，从而未自动抬杆。

拍 张 车 牌 照 片 能 打 开 小 区 停 车 道 闸 ？

说 法

带着疑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咨询了成都市停车行业协会相关负
责人。该负责人表示，正常情况下，车辆
压到地感线圈，系统才能启动拍照摄
像；没有车辆通过，则不会启动。如果照
片就能刷开停车收费系统，说明该系统
硬件或软件配备不完善。可能会有人借
此钻空子，产生经济财产受损隐患。

他说，凭图像打开道闸是最基本的

识别，但正常情况下，系统应首先判断有
无车，继而判断主体是否正确，才会抬
杆。据介绍，该协会拥有80余个会员单
位，他们将督促会员单位自查完善。

另一个好消息是，协会正在配合主
管部门制定相关服务标准，其中包括停
车场必须的软硬件服务配备。届时，不
能达到标准的停车收费系统服务商将
退出成都市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12日联系
上第2处实验场所的停车收费系统服务
商。相关负责人在了解情况后表示，该项
目为商业项目，应甲方的需求，未对进入
权限进行限制，只对出场进行收费限制。

“如果要对每一辆进入的车辆进行限
制当然是可行的，但一般商业场所为了提
高通行效率，都不会对这方面做限制”，他
告诉记者，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但是该
公司现有技术拥有微波触发、5G技术、地
感触发、地感加视频流触发、视频流触发
等多种识别方式，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

景和不同的客户需求来进行设置。
他强调，其系统软件有严格的处理逻

辑，对各种类型车牌和伪车牌都有系统进
行严密的控制和管理，是绝对不会出现伪
车牌随意进出车场的情况，只是根据客户
的不同需求做出了不同的系统设置而已。

他解释说，所谓伪车牌是指类似于
记者实验用手机照片和打印的纸质车牌
等，“如果客户需要对类似你们实验这样
的车牌进行控制，完全可以通过系统软
件设置，让你们不能进场。” 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摄影记者 陶轲

成都市停车行业协会：
将督促会员单位自查完善

停车收费系统服务商：
可通过系统软件设置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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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昨 日 获
悉，天猫“双11”城市
消费力排名出炉，数
据显示四川省全天
交易额为94.46亿
元，同比增长29%，
在当天16点15分便
超过了2017“双11”
全天交易总额，这一
数字让今年“双11”
的四川交易额名列
全国前七。

其中成都人在
2018年天猫“双11”
的 交 易 总 额 达 到
53.48亿，而2017年
时，成都人在天猫

“双11”则花了40.4
亿。今年和去年相比
增长32%。据天猫“双
11”城市消费力排名
显示，上海、北京、杭
州、广州、深圳、成都
分列榜单前六位。

数据显示，成都消
费的主力人群为80、90
后，其中80后消费群体
占据38.76%，90后则占
据42.70%，值得关注的
是，和2017年阿里巴巴

“双11”成都数据相比，90
后成功接棒80后，成为

“双11”成都最大消费群
体，而四川购买力排在
成都后面的城市依次为
绵阳、南充、德阳和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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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照片扫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