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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讯：4月20日，北京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杨博华教授
将来到成都，率领川内血管疾病知名
大咖医生共同开展静脉曲张专题讲
座及会诊，腿部血管鼓起、发黑瘙痒，
反复溃疡的患友，可拨打电话预约会
诊，并可享受特价静脉曲张彩超检
查，预约热线：028-69982575。
春季腿部瘙痒？
小心别被这有“截肢”风险的病缠上

春季气温回升，又到了各种细菌
疾病滋生的季节。很多人发现下肢血

管“青筋”鼓起，皮肤瘙痒，抓挠后皮
肤变红，因并无大碍，多不重视，殊不
知很有可能是被一种发展到晚期有截
肢风险的病--静脉曲张找上门了！
患者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早诊早治是关键

静脉曲张是一种常见的下肢血
管疾病，由于肢静脉腔内压力过高，超
过了静脉壁的承受力所导致。其患者
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久站久坐工作
人群，都是静脉曲张的高发人群，据人
民网报道其60岁以上发病率高达

79.9%，晚期或会导致老烂腿。
如何预防病情恶化？杨教授强

调，治疗宜早不宜晚，找到专业的医
生及时治疗是关键！

4月20日，由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血管外科杨博华教授为大家详细讲解
静脉曲张治疗方法，并现场会诊，病友可
提前咨询预约。名额当天仅限30人，足不
出川，家门口看北京大咖医生，拨打本报健
康热线：028-69982575预约从速！（赵晨）

春季腿部瘙痒，小心是“血管定时炸弹”在作怪！
北京大咖@你来免费听讲座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99期开奖结果：
461，直 选 ：7171 注 ，每 注 奖 金 1040 元 ；组 选 6：
15218注，每注奖金173元。（14685834.55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99期开奖结果：
46188，一 等 奖 65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37220077.2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43期开奖结果：
8144737，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0000元；二等奖
12注，每注奖金25308元；三等奖153注，每注奖金
1800元。（36741021.9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19043期开
奖结果：01 13 32 06 12 24+13。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099期开奖结果：
73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体彩

福彩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17日)

15日上午，家住成都
武侯区的安女士突然接到
了来自电信的一通催费电
话——她“办理”的宽带欠
费了。这让安女士深感诧
异，“我根本就没有办理过
宽带啊。”

一番查询，营业厅工
作人员回复称，经过调查，
当初办理宽带的这名实际
客户与其提供的身份证的
确不是同一个人，但工作
人员没有及时发现，仍为
其进行了办理，确系工作
失误。电信工作人员表示
将注销账号，并愿承担
1000元的赔偿。

宽带欠费？
本人却根本没有办理过

15日上午11时，家住
武侯区的安女士接到了一
个催费电话，对方称是电
信工作人员，并称安女士
在金牛区西城丽舍开的宽
带有117元欠费，需要及时
补缴。不过，安女士本人并
不在此小区居住，也未曾
在该小区开通过宽带账
号，这让她深感诧异。

该名工作人员继续称，
安女士是去年7月开通的账
号，之前一直在缴费使用。

“但我去年7月在家待产，根
本没出过门，而且从未去过
什么营业厅。”安女士说。

15日下午，电信金牛
分局联系了安女士，称
2018年7月1日安女士自己
携带身份证在营业厅进行
了办理。不过，安女士表
示，去年7月1日，身份证一
直在自己身上，并没有去
过此营业厅。安女士说，现
在办理宽带是必须要有本
人的身份证且要进行头像
采集的，“我根本没有办理
过，这样的账号是如何产生
的呢？”

是谁办的？
使用9个月有8次缴费记录

16日下午，记者与安
女士一起来到了一家电信
营业厅，希望查询到这个欠
费宽带账号的详细信息。

经查询，该宽带的开
通时间为2018年7月1日，
安装地址为成都市金牛区
郎家桥村蜀汉路371号西
城丽舍小区，订购套餐为
59元套餐，同时开通了一
个手机号码。办理该业务
的营业厅为金牛区茶店子
专营店。目前，该宽带账号
欠费117元。

安女士同时打印出了

一份账号缴费清单。记者看
到，至今，该宽带账号共有8
次缴费记录，最近一次缴费
记录为2019年2月1日。

记者试图拨打所开通
的这个手机号码，但目前
已经停机。也正是因为绑
定开通的这个号码停机，
电信工作人员最终拨打了
安女士的手机号码。

“如果不是接到催费
电话，我都不知道自己名
下竟然还有其他账号，但
问题是这个账号到底是
怎么办理出来的呢？”安
女士说。

工作失误
电信提出愿赔偿千元

查询到账号的开通营
业厅后，记者又和安女士来
到了这家营业厅。在营业
厅，一名负责处理此事的工
作人员接待了安女士。

该工作人员首先向安
女士出示了当初办理该宽
带时的留存资料，身份证
正反面照片以及客户本人
照片。“当时的确是使用了
您本人的这张身份证，在
我们机器上也刷出了信
息，只是这个客户现在看
确实不是您身份证照片上
的样子。”

该工作人员表示，人
证不一，但还是办理了账
号，确实是工作上的失误，
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我
们去找了这个人，但敲门
家里没有人在”。其提出，
可以注销安女士名下的这
个账号，并负担欠费，另外
愿意赔偿安女士1000元。

另外，记者也见到了
当初办理该宽带的具体经
办人员。据该经办人员介
绍，当时是“客户”拨打了
10000号，提出要办理一个
宽带，然后由其上门进行
办理。过程中，在刷身份证
时，顺利刷出了信息，另外
也曾察觉“客户”本人与身
份证照片有些许差异。“这
一点，对方说自己生了病，
面相不好，加上身份证的
办理时间是2009年，相隔
有9年时间，有变化很正
常。”该经办人员说。

由此看来，安女士的
身份证可能被人冒用了。
目前，安女士已经报了警，
并随上述营业厅经办人员
一同前往派出所，希望能
够找到这名使用其身份证
的女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伍伟欣

“才买了半年的新车，我现在都不敢
跑远了。”最近，家住都江堰的市民张先
生十分忧虑，自己半年前购买的新能源
汽车，宣称充满电可续航360公里。可在
使用过程中，已接连三次跑了大约120公
里左右，电量便亮起了红灯。为此，张先
生质疑是车辆存在质量问题。4s店回应
称，外部环境、充电情况，操作方式等因
素会对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产生影
响，目前正在对车辆进行检测。

充满了电
新能源汽车只能跑宣传里程的一半

2018年7月，张先生花10万元购买了一
辆比亚迪元ev360新能源汽车。“当时销售
宣传说这款车充满一次电可以跑360公
里。”张先生说，车辆平日基本在青城山镇
上用于代步。春节前，他驾车从青城山前

往郫都区安靖镇购买年货，刚回到家，电
量亮起了红灯，提示只剩10%左右的电，

“往返一趟大约120公里左右，怎么就没电
了？”不久后，他驾车前往武侯区，往返大约
130公里，车又快没电了。3月份，张先生和
家人开车去温江赏花，刚抵达目的地，电
量就显示用了一半，害得他赶紧又折返。

记者实测
179公里耗费67%的电量

经历了三次囧途之后，张先生现在
不敢出远门，害怕车跑不回家。“现在一
般就能跑180公里左右，而且充电要花
24个小时。”

4月1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与张先生一同进行了驾驶测试。在测试
开始前，仪表盘上显示的续航里程为
298km，电量为98%，总里程为6861km。测

试路线为从青城山出发-成都三环-绕三
环一圈-返回青城山。通过测试，共行驶
179公里，耗费67%的电量。测试过程中，
除了正常红绿灯等候，道路通行情况良
好，无拥堵，时速60-70公里/每小时左
右。同时，记者从比亚迪官网上看到，该
款车型宣传广告上用较大字体写着

“360km”。另外，记者在网上查询到，也有
多名消费者曾反映该款新能源汽车存在
续航里程不足的情况。有网友投诉称：厂
家 标 注 续 航 305，市 区 350，实 际 不 到
100km就提示充电。从该网友上传的里程
图 片 显 示 ，电 量 剩 余 20% ，里 程 数
84.2km，提示请及时充电。

4s店回应
外部因素会影响续航里程

张先生认为，自己车辆使用的实际里

程数与商家宣传的差距实在太大，超过了
100公里，他质疑车辆质量存在问题，要求
退款或换车。

对于客户的质疑，4s店相关负责人
进行回应。该负责人解释，宣传中的360
公里续航里程是等速续航，在60公里/
小时匀速行驶时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而
国家工信部登记的综合工况为305km。
那么为什么张先生的车，续航里程会与
宣传的差距那么多？“外部环境、充电情
况及操作方式等多种因素会对新能源
汽车的续航里程产生影响。”该负责人
表示。

目前4s店正在对张先生的车辆进行
检测，暂时未发现数据异常。下一步将进
一步检测，检测是否为外部因素造成，将
根据检测结果积极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16日下午，记者和佟先生来到成都武
侯华星锦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我们
对事件的描述是，发动机受损。”店内售后
服务经理骆先生说道。骆经理表示，他曾向
佟先生提到过，若是最后判定事件系车质
量问题引发，拆解费用不需佟先生出。不
过，这个说法并不被佟先生认可——“我是
现在才听到的。”对于3月4日佟先生到店
检查的经历，骆经理称系统里没有相关资
料，“需要核查”。

下午5：40左右，此前接待佟先生的
4S店工作人员恰好到会议室内给骆经理
递送材料。佟先生当场追问对方，这位工
作人员确认3月4日佟先生曾经到店检查
车辆，“检查结果是没有问题。”他称，当
天没有出工单。至于“说机油加多了”和
放了一些机油的情节，他都称没有。这个
说法得到佟先生的否认，佟先生指出，这
名接待他的工作人员当时没有在场，“是
车间师傅给我处理的。”

事发前一个月刚做了保养，当时发动机正常
协商过程中双方爆发争执，“封车、第三方检测”方案夭折

3月24日，“车当时行驶在
停车场，时速大概二三十公
里。”佟先生介绍，开了大约
100米，就听到“嘭”的炸响，接
着车就不动了。他赶紧下车查
看，“发现车底下都是油。”

“我的奔驰发动机炸了”

买了三年多、行驶里程6
万多公里的奔驰C200L汽
车，却被成都的驾驶人佟先生
投诉“发动机炸了”，而事发
时，他正载着怀孕的妻子准备
出门。更令他不解的是，事发
前一个月，他还在购车的4S
店做过保养，材料显示保养前
后发动机状态均正常。

4S店称事件为“发动机
受损”，此外双方对事件里的
多个细节也存在争议。之后的
20多天里，佟先生与4S店的
协商一直没有进展。直到16
日，一度达成封存车辆、寻找
第三方机构检测的方案，然而
由于双方爆发了争执，几乎是
在封车最后一刻，佟先生离开
了4S店。

由于15日佟先生向工商部门反映
了情况。16日下午，武侯区华兴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所相关负责人也到达了
4S店了解情况并组织双方协商。4S店
相关人员向工商部门提交了几份材
料，其中一份是2月21日佟先生将车开
到店里尚未保养时的检查确认单，其
中有发动机舱（目视检查）项目，均打
了勾，确认“正常”。另一份材料是保养
后的终检单，其中也包括发动机、变速
箱等，所涉项目都打了勾，骆经理表示
当时确认发动机正常。

协商中，骆经理说，佟先生的车已
经过了三年质保期。骆经理也指出，佟
先生的车最初3万公里在其系统里是
没有保养记录的，他提出要求佟先生
出示有过保养的证明，“发动机的状态
和保养是有很大关系的。”

下午六点，经华兴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所协调，将由华兴市场监管所
寻找相关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经佟先
生、4S店以及奔驰厂家认可后，对车
辆的发动机受损情况进行检测。随
后，华兴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与佟
先生、4S店相关人员一起，准备去维
修车间对该车辆进行封存。不过，半
路上因为双方发生言语上的争执，佟
先生和同来的亲属拒绝了封存车辆，
愤而离开。目前，佟先生表示需要冷
静后再处理相关事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摄影记者 陶轲

3月24日中午，佟先生和已怀孕的妻
子开车出门。“车当时行驶在停车场，时
速大概二三十公里。”佟先生介绍，开了
大约100米，就听到“嘭”的炸响，接着车
就不动了。他赶紧下车查看，“发现车底
下都是油。”很快，他联系了4S店——成
都武侯华星锦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和保险公司。

佟先生称出现的问题为发动机炸了。
他回忆，在4S店时，技术人员提到，想要知
道原因需要拆解发动机，“但需要支付1.3

万元的费用。”因为觉得贵，他决定先拆解
油底壳，“不过也需要支付3900元费用。”

他告诉记者，油底壳拆下后，发现了
多处配件损坏，油底壳上更是有一处大的
缺口。检查后4S店出单显示，连杆、机油泵
断裂，油底壳、缸体、机油泵线插、挡油板、
机油吸油管等损坏。4S店根据损坏的情况
提出了一份维修项目单，“要十几万元，说
需要我自己承担。”佟先生的车在2015年11
月购买，出事时里程数为60877公里。他猜
想：有没有可能是车的质量问题？

在停车场行驶时“奔驰车发动机炸了”事发

佟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前一个月，他刚
在4S店做过保养。他说，提车后的前三次保养
并不是在4S店做的，但之后的三次都是。最近
的一次是今年2月21日，“当时里程是6万公
里。”保养记录显示，这次更换了机油、滤清
器、火花塞、波箱油格等，“总共花了一万二。”

佟先生说，那次保养后他和妻子都感
觉发动机出现了异响。3月4日，他又去了
一趟4S店，“带我听了同款车的发动机声，

说都是这样；又说应该是机油加多了，还
给我放了点机油。他说，让我先开了看。”

才保养的车，就出现这样的事，佟先
生不能理解。和4S店经过几次商量，4月
15日，佟先生接到4S店的电话，“说厂家
的方案是，对发动机进行拆解，寻找具体
原因。”不过，佟先生并不放心。“我问拆
解发动机是不是一定能找到原因，他们
说不能保证。”

事发一个月前 曾在4S店做过保养存疑

双方面谈核查 多个细节都存在异议争议

事件经过
2月21日，佟先生在4S店

为汽车做了保养，“当时里程
是6万公里。”保养记录显示，
这次更换了机油、滤清器、火
花塞、波箱油格等，“总共花了
一万二。”

1

2 3月4日，由于保养后佟先
生和妻子都感觉发动机出现
了异响，当天他去了一趟4S
店，“技术人员带我听了同款
车的发动机声，说响声都是这
样；又说应该是机油加多了，
还给我放了点机油。”

3

协 商 现 场协 商 现 场

保养前后均曾确认发动
机正常
“封存车辆、待第三方检
测”方案夭折

宣称充满一次电可跑360公里
车主投诉：我的车咋只能跑一半
比亚迪4s店回应：外部因素会影响续航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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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购买的新能源汽车

车辆发动机
油底壳炸裂

佟先生与4S店工作人员在现场核查发动机受损情况

身份证被他人冒用办了宽带
电信承认系工作失误愿赔偿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