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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场这条街10
万年场这条街
10年无路灯
年无路灯？
？

开发商破产
谁来点亮市民回家路？

相关部门：
已请示，明确该道路管理部门后，将对道路设施进行完善
鹭岛国际社区外的大蓉和路边摊

卤菜、凉拌菜现场叫卖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地处成
都成华区万年场街道的长融西一
路，整条街长达10年无路灯，给
附近居民夜晚出行带来极大不
便。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实地走访长融西一路，发现该
路段确无路灯。对此，成华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已将该情况向区政府
进行请示，在明确该道路管理部
门后，再对相关道路设施进行完
善。

走 没有路灯，
访 景观灯也不亮
8日，记者实地走访该路段。从
成都地铁4号线槐树店地铁站G口
出来，步行百来米右拐，即进入长融
西一路。从地图上可看到，长融西一
路全长三四百米，连接长融街和中
环路杨柳店北路段，道路两侧为槐
树苑民宅，按交付期分为欣苑、锦
苑、宏苑、民苑四部分。虽然是工作
日工作时间，但该条路段仍比较热
闹——一楼商户聚集，路上不时有
行人、车辆来往。
记者发现，道路两边的确没有
安装路灯，但两侧均有一人多高的
景观灯，外观斑驳，每隔几米就立着
一个。有些景观灯灯罩有破损，有些
内里的灯泡已经损坏。
9日晚8时许，记者再次走访了
长融西一路，道路两边的景观灯依
然没有点亮，除了周围商铺发出的
光亮，其余地方一片黑暗。

大蓉和
“惊现”
路边摊？

道路两边除了周围商铺发出的光亮，
其余地方一片黑暗

市 入住10余年一直没有路灯
民
这条路是否长达10年没有路灯？景观
灯有没有点亮过？记者采访了多位居住在
长融西一路的市民。
欣苑的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在
欣苑已居住10年有余，入住该条街道十几
年来，该路段“一直没有安装路灯”。他指
了指门口的景观灯说，该景观灯为槐树苑

开发商所建，
“早些年还亮，后来就没亮过
了。”
“ 前两年路面翻修，施工队曾挖开景
观灯下的泥土，发现景观灯的电线已经朽
坏。
”他表示。
住在欣苑隔壁的锦苑居民、街上的环
卫工人、多家商户虽不明白景观灯不亮的
原因，但他们均表达了相同观点。此外，他

回
应 修建路灯需相关部门重新立项
上述问题具体情况如何？怎么解决？
记者采访了相关单位。
长融西一街道路所在地的成华区万
年场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条街
道现属于市政道路，一直没有路灯，所谓
的景观灯为其开发商——成都华联房地
产有限公司所修，景观灯只是观赏性照
明，其供电由物业负责。但该条道路一直
没有移交，开发商也联系不上，如果要修
建路灯，需相关部门重新立项。
记者联系成都华联房地产有限公司
未果，但记者发现，槐树苑部分项目系成
都城投地产有限公司所建，记者就上述问
题采访了成都城投集团。

成都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
相关规定，所有建设道路配套设施应由建
设方出资进行配套建设，再移交给管养单
位。该条路建设单位为成都华联房地产有
限公司，但该公司现已破产，而成都城投
集团只是路灯维护单位。
对方还提及，该条路原为小区内部道
路，因道路破烂，2018年由成华区交管局
进行路面维修改造，之后由住建交局进行
代管。关于景观灯问题，他表示，城市一些
小路较窄，亮度要求不高，可以将景观灯
作为路灯使用，但景观灯只是作为一种景
观进行打造，
“ 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长期
点亮”，再者，景观灯和路灯不会共用一个

们还向记者表示，没有路灯，给夜晚出行
带来极大不便。
锦苑一居民表示，早些年路面未翻修
时，遇到下雨天路面积水，晚上通行时看
不见路，常常一脚踩进水坑；街上一商户
表示，该路段时不时因没有光亮，发生车
辆摩擦事件。
欣苑 一 女性住户表示 ，遇到加班太
晚，乘坐地铁回家要走几百米，没路灯，
“心里很害怕。
”

线路系统，景观灯不亮，也不影响路灯功
能性照明。
记者随后联系了成华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道路由成
都华联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03年所建，以
前是小区内部道路，后改成开放式道路，
开发商“前期有规划路灯但最终没修”，且
建好后直到现在，未移交给相关区级部
门，
目前该公司已破产。
对方表示，
去年底代管该条道路的住建
交局已将该条道路移交给成华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
成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经与成华区
万年场街道办事处沟通联系，
后者已向区政
府进行请示，
在明确该道路管理部门后，
成
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协调相关部门，
对相
关道路设施进行完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垚 彭祥萍 摄影记者 吕国应

承诺的车险优惠没兑现 业务员被告上法庭

是业务员操作不当？还是公司藏
“猫腻”
？
客户频频投诉：
4月7日，在四川资阳市雁
江区人民法院，21岁的凌鹏作
为被告出庭。原告霍先生起诉
凌鹏在2019年9月11日至10
月1日之间，冒充保险公司从
业人员，
以承诺高额赠品为由，
骗取客户在原告处投保汽车保
险，
从而获得优惠手续费，
因凌
鹏未兑现赠品，导致霍先生多
次被投诉及要求赔偿。
凌鹏觉得自己很冤枉。作
为推销业务员，自己是按照公
司的政策进行推销，虽然确有
操作失当，但自己处理了，公
司现在却将所有责任推给自
己。联系不到老板，凌鹏才发
现 ，自 己 所 在 的 公 司 早 在
2014年就已经被吊销（未注
销），
甚至老板身份也存疑。

“购买车险承诺的福利都没兑现”
最近一段时间，吴女士很头疼，她告
诉记者，2月20日，她接到推销车险的电
话，后来一位自称姓钟的业务员添加了她
的微信。对方计算出保费约4896元，并承
诺赠送1200元加油卡（后协商折算现金），
漆面修复2次，洗车服务12次以及代驾服
务。吴女士同意购买，觉得挺实惠，还推荐
给了好友。但后来，吴女士发现自己和好
友都没有收到寄送的洗车券、维修券和油
卡，多次通过微信联系业务员，对方说保
单生效后15日分次上账，如果没有到，就
让财务做返佣（金）。吴女士等到3月18日，
仍旧没有收到优惠，3月22日之后，这名钟
姓业务员再也没回复。
“ 后来我打保险公
司电话投诉，有人联系我说是业务员携款
跑了。
”吴女士说。
和吴女士有着相似经历的车主郑先
生也在维权投诉。去年11月，自称某保险
公司业务员的凌鹏通过电话与他取得联
系，承诺续保赠送1000元油卡。郑先生说：
“我一直都是买的这家保险，在谁那里买
无所谓，看谁的条件实惠。”但没想到的
是，他收到的油卡是空卡，凌鹏承诺的保
单生效时间15个工作日后分5次到账，一
直没有兑现。

被起诉的业务员：
“很冤，自己的微信号给公司用了”

“财务”向凌鹏要绑定微
信的手机验证码 图据受访者

正是这些投诉，让凌鹏坐上了被告
席。凌鹏告诉记者，2019年9月，他通过网
络招聘平台应聘到位于资阳市的成都昶
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当时作为公司车辆
保险的电销业务员向车主推销保险业务，
关于油卡、车辆维护保养等福利，他都是
按照公司政策推销的。
为什么作为业务员的凌鹏会被起诉？
凌鹏表示，2019年9月7日，他入职公司，
因自己有两个微信号，公司让他将其中
一个提供给公司使用。9月10日，公司财
务联系凌鹏表示，公司有一笔账需要转
到凌鹏给的微信上，但微信有支付限额，
需要凌鹏提供工资卡绑定并提供手机验

证码。
“负责人”
否认：
而起诉书也显示，转款时间一致，为
“是凌鹏恶人先告状”
“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10月1日期间，被
告在原告处投保31辆汽车保险，获取给予
因李静电话显示为空号，4月9日下
车主的优惠手续费23007元，导致经被告
午，记者添加了凌鹏提供的一位与李静在
投保的31辆车主多次投诉保险公司及保
同组的同事微信。随后，一名李姓先生用
监协会，举报销售过程中承诺礼品未兑
一电话号码回复记者称自己是“工作室”
现，要求巨额赔偿以及退保，导致原告巨
的负责人。李静为“工作室”老板之一，也
额损失”
。
是昶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但
渠道代理商霍先生告诉记者，凌鹏、 李先生否认此次大量投诉业务与昶安公
刘科凡（音）、谢茜是通过网络获取到他的
司有关，也否认凌鹏与公司是雇佣关系，
微信号，联系表示可以通过霍先生投保。 而是代理关系。
“ 如果他（凌鹏）能提供劳
霍先生验证过对方的身份证件，对方提供
务合同，那我们会考虑追究他私刻公章的
真实车主信息通过他进行投保。出险成功
责任。
”
后，自己也当即将给予车主的优惠手续费
记者追问，凌鹏提供的公司开具的复
转发给了对方。
“我作为服务行业的一端， 工证明，盖有昶安公司公章，李先生回复
车主投诉保险公司找到我，凌鹏不处理， 称这是当时凌鹏表示需要有证明才能进
所有的损失就要由我来进行承担。”霍先
入资阳办公地点才开的。为什么凌鹏会有
生解释起诉凌鹏的原因。
已经吊销的公司办公证明，李先生则表
凌鹏口中的老板，是一个叫做刘科凡
示，
“这要问凌鹏本人。
”
（音）的人。因为一起在公司工作了数月，
关于投诉事宜，李先生解释说，
“工作
凌鹏说，自己一直喊对方“凡哥”，但在大
室”给凌鹏的一直都是在合理标准范围内
量客户投诉后，凌鹏到成都处理，才得知
的反馈客服政策，例如油卡等。但凌鹏在
公司老板叫“李静”，但使用的是同一个微
向客户推销时，擅自虚高承诺，几乎是每
信号。
个客户都在超标，甚至有客户保费仅400
凌鹏联系到投诉的车主吴女士，对方
元，
就承诺赠送1700元的油卡等。
表示是一个姓钟的业务员与其联系的，而
李先生表示，
凌鹏还擅自联系客户表示
这个微信也是“凡哥”的。凌鹏的同事证
可以优惠代办车船税，
收取了费用后又不代
实，
公司老板是刘科凡。
缴，
同样引起客户投诉。
目前
“工作室”
统计
也是在到成都处理投诉时，凌鹏发
到凌鹏经手177名客户，
超标约7万多，
之所
现，自己就职的成都昶安汽车服务有限公
以在政策范围内的承诺福利未兑现，
是因为
司，竟然在2014年就被吊销（未注销）。
“没
要处理好投诉，
工作室正在联系这些客户做
签 合 同 ，只 有 入 职 协 议 ，但 公 司 都 收 走
处理，
为他人（凌鹏）的责任买单，
“因为以后
了。”凌鹏能提供证实自己在公司上班的
还要合作”
。
而凌鹏一直未承担自己应该承
证明，只有一张盖有公司公章的疫情期间
担的责任，
而是恶人先告状，
找到客户和代
复工证明，以及与“凡哥”以及财务等人员
理商称自己是按照公司政策来办的。
的聊天记录。
对凌鹏表示公司使用自己实名的微
对于被投诉、起诉，凌鹏觉得自己很
信接收转账而被代理商起诉，李先生表示
冤，自己是按照公司的政策推销，虽然有
不知道这个事情。记者发现，在凌鹏提供
时为了促成合同，确实有超出范围承诺， 的与“凡哥”
（后微信备注改为李静）的聊
但超出的部分，大多是挪用未承诺超标的
天截图中，
确有沟通被起诉事宜的情况。
客户比例，
“有的客户我又没有超出，就拿
凌鹏表示，因7日审理后，法院未当庭
这部分来补超出的部分。”凌鹏说，综合计
判决，8日，他和部分代理商、客户，辗转公
算下来，自己承诺超标的大约在1万左右， 司所在地资阳、公司注册所在地和客户所
但在向客户解释后，基本上都解决了，而
在地尝试报警，
但没有进展。
并非公司所说的超标数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编辑 杨珒 美编 叶燕 袁治华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一 把 遮 阳 伞 ，2 张 桌
子，铺上白布，卤麻鸭、卤
猪拱嘴、卤猪耳、卤豆筋、
卤花生、酱猪手摆在钢制
托盘中，桌上还堆着不少
一次性饭盒，装着夫妻肺
片、自制香肠、钵钵鸡、花
椒排骨等菜品，等待顾客
上门。在成都市武侯区鹭
岛国际社区出入口，每到
中午、晚上，
这个不太一样
的熟食摊就会出现，已经
持续一周时间。
“大蓉和精品卤菜，
欢
迎选购 。”每当有市民路
过，身着厨师服和大蓉和
工作服的工作人员都会大
声叫卖，
“ 大蓉和”三个字
飘进路人耳中。摊位上售
卖的食品，全部来自50米
外的大蓉和酒楼外双楠
店，
现场销售的工作人员，
也全部是门店工作人员。
这样的场景，不仅出
现在鹭岛国际社区门口。
近日，
不少市民发现，
成都
知名中餐餐饮企业大蓉和
酒楼开始在路边摆摊售卖
熟食，部分门店甚至经理
到现场“叫卖”，以吸引消
费者的目光。销售食品以
卤品、凉拌菜为主，
也包括
包子、饺子等日常食品，
只
需简单加热便可食用。
相较于此前上热搜的
品牌火锅、奶茶涨价与道
歉，
品牌餐饮企业“放下身
段”
路边摆摊，
或将成为疫
情下餐饮业突围的另一种
方式，赋予餐饮企业门店
更多形态。

前，
李验策曾向记者透露，
大蓉和酒楼外双楠店上月
亏损约77万元。
“员工走出门店，
在路
边销售菜品，希望能吸引
更多消费者前来店中消
费。”黄付华说，通过这种
方式，
有消费者购买时，
工
作人员可以告知门店已全
面营业的信息。并且在摊
位上消费卤味食品满一定
额度后，门店将赠送代金
券，消费者前往店内消费
时，便可以抵扣饭资。
“此
前有市民发现门店经理在
摊位现场，主要是进行吸
引消费者前往门店的工
作。
”
线下售卖卤味食品，
并非大蓉和酒楼外双楠店
特例。
据了解，
目前大蓉和
餐饮集团旗下已有10家门
店正在进行卤味食品售
卖。
“ 这种方式，也是我们
在此特殊时期的一种尝
试。
”大蓉和酒楼沙河店总
经理陈亚告诉记者。
据陈亚介绍，从3月开
始，大蓉和酒楼沙河店便
开始入驻线上平台，提供
外卖服务。随着堂食的恢
复，工作人员也将开始走
出门店，在路边进行售卖
食品。
“ 选择这种方式，一
方面是为消费者提供服
务，有部分消费者不愿意
堂食，便可以自行购买回
家。
另一方面，
也是在当前
餐饮业较为严峻的形势
下，尽可能增加利润的一
种方式。
”

生意如何？

求变之道：

每日营业额2000元
临近中午12点，记者
来到位于成都市武侯区栖
霞路的大蓉和酒楼外双楠
店，在门店50米外的鹭岛
国际社区进出口，大蓉和
酒楼工作人员已摆好摊
位，
正在售卖熟食。
根据摊
位上菜单显示，现场售卖
的卤菜包括卤麻鸭、卤猪
耳、钵钵鸡在内的10种不
同食品。最便宜的是卤豆
筋，每根5元，最贵的是花
椒排骨，
每斤58元。
摊位现场，大蓉和酒
楼外双楠店后厨主管李验
策和另外一名工作人员正
在等待着顾客的光临，每
当有市民上前选购，李验
策和工作人员都会热情推
荐。
“这种模式已经持续一
周的时间。
”李验策告诉记
者，售卖的卤味食品全部
都是在门店内制作，以往
前往店内堂食的顾客对此
类食品喜爱度较高，现在
顾客选择前往店内进行堂
食的较少，我们便把它们
送到小区门口。
“居住在附
近的居民，之前很多人都
在店内食用过。
”据李验策
介绍，
通过此一个摊位，
每
天的营业额可以达近2000
元，
“没有摊位费”
。

为何出摊？
门店客流只恢复到疫
情前20%
在摊位附近50米的距
离，便是大蓉和酒楼外双
楠店，记者在这里见到了
行政主管黄付华。
“现在门
店的压力很大。
”黄付华告
诉记者，疫情的影响不仅
对于餐饮行业，各行各业
影响都较大，由此产生的
消费者消费能力下降，加
剧了餐饮行业的困难。
“恢
复堂食后，门店客流量有
了少许增长，但目前仅为
疫 情 前 的 20% 左 右 。”此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主动满足市场需求寻
求“突围”
“类似大蓉和酒楼、眉
州东坡、顺兴等知名餐饮
企业的变化，其实已成为
餐饮行业的一个普遍现
象。
”成都餐饮同业协会秘
书长袁晓然告诉记者，受
疫情影响，餐饮企业的不
得不寻求出路，无论是路
边售卖卤味食品，还是门
店提供优质食材，甚至厨
师上门烹饪，都是希望以
更加主动的姿态的满足市
场需求，在当前环境下寻
求“突围”
。
据了解，眉州东坡临
时成立了“眉州菜站”，把
门店作为线下的便民蔬菜
站，
并且与物美、每日优鲜
等企业达成合作，利用自
己的中央厨房提供生鲜产
品的分拣、打包服务，
为消
费者提供优质食材。顺兴
成都世纪城店更是在为顾
客配送半成品的同时，专
门配备厨师，为顾客单位
食堂现场烹饪。
“而在进行变化的背
后，是餐饮企业观念的转
变。”袁晓然说，从前期的
点餐自取、团餐直送 ，到
名店名厨名菜到家，餐饮
企业的特色菜肴不再坚
持只提供堂食。在此基础
上 ，更 加 细 化 的 销 售 模
式，也形成了餐饮业新零
售方式 。
“当消费者堂食
的信心还没完全恢复，选
择在家中享用菜品的意
愿便更加凸显。餐饮企业
主动走出门店，将成品或
半成品菜肴送往消费者
家中 ，便是其中一种 。可
以预见，以餐饮企业门店
形式存在的中央厨房会
更加普遍，企业赋予门店
的形态将会更多，不单单
作为消费者用餐的场
所。”袁晓然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叶燕 邓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