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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电动四轮车出厂就有先天
缺陷，导致代理经销商不断被投诉，最后
还因业绩惨淡被终止了代理权。近日，
来自河南周口的代理商徐女士向常州市
工商局投诉。经武进区市场监管局湟里
分局调解，厂家按原价回收9台库存车，
并补偿5.8万元。

2016 年 2 月，徐女士成为常州一家
车业有限公司在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的
低速电动四轮车代理经销商，但协议上
未盖企业公章，只有原销售人员（现已离
职）的签字。当年5月起，徐女士收到消
费者反映，称其销售的电动四轮车存在
车顶渗水、空调不制冷等问题。厂家知
情后，立即派人检查维修，问题得到初
步解决。2017 年 10 月，厂家以徐女士
销售业绩太差为由，终止其代理权。徐

女士遂向厂家提出，原价退回库存车，
处理故障车的补偿，并补偿经营过程中
以及终止代理后造成的经济损失（主要
包括房租、装修费用、故障车辆善后）等
多项诉求。厂家认为徐女士有很多是
无理要求，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多次
与厂家沟通无果后，徐女士以厂家产品
质量不合格为由，于近日向常州市工商
局投诉。

武进区市场监管局湟里分局接到投
诉后介入调查，确认徐女士反映基本属
实。常州厂家也并未因协议上未盖公章
而否认。针对产品质量问题，厂家提供
了电动四轮车的第三方合格检验报告，
同时也承认存在的缺陷并作出解释：这
批电动四轮车是第一批产品，塑料车顶
会有微量的热胀冷缩而导致渗水，空调

不制冷是因为部分温控传感器灵敏度不
高导致，厂家已通过更换金属车顶和灵
敏度较高的传感器解决了以上缺陷。

针对徐女士的诉求，厂家认为，双方
无约定要收回库存车，另外，电池长期不
用已报废（平均每辆车电池价格 5000 余
元），加上车辆折旧，即使收回也必须折
价，同意予以一定的补偿，但不同意赔偿
房租、装修等经济损失。

市场监管人员认为，徐女士的店面两
年来持续营业，取消代理权后仍可继续
销售库存车，其提出的原价退车并赔偿
房租、装修费用等要求，既没在合同中约
定，也于法无据；另一方面，厂家虽然解
决了车顶渗水与空调不制冷的缺陷，但
之前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会对徐女士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甚至会对徐女士的销

售业绩产生影响而导致不再符合代理资
格，因此，厂家应当给予徐女士一定的赔
偿或补偿。

初次调解后，双方未达成一致。若
对簿公堂，对徐女士来说，涉及质量问题
举证困难、诉讼周期长、成本高，还有败
诉风险。如果武进区市场监管局就此终
止调解，又有违初心。经过市场监管人
员多次调解，近日，徐女士赶到常州，双
方最终达成一致：由厂家按照原价收回
9台库存车，并补偿徐女士5.8万元。

武进区市场监管局表示，常州的这
家企业始终未以协议上没盖公章为由来
逃避和抗辩，而是积极解决产品缺陷，并
最终作出很大让步，体现了本地企业诚
信经营、勇担责任的形象。

（徐科 庄奕）

此举体现本地企业诚信经营、勇担责任

电动四轮车“先天不良”
厂家原价回收补偿5.8万元

“我知道天目湖水域是禁渔区，
但心存侥幸，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我十分后悔，希望能得到从轻处罚。”
6月5日，是我国新环保法颁布实施
后的第4个“世界环境日”。在溧阳
市天目湖镇的桂林社区公共服务中
心巡回审判庭上，由溧阳市人民检察
院承办的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的被告人李某在陈述时忍不住哽咽。

今年 1 月 1 日下午，李某家来
了亲戚，他想捕点水库的鱼招待客
人。于是，他带着一个黑色皮轮胎、
一扇丝网来到天目湖水域沙河水库
小桥头附近水域，撑着皮轮胎当船
用，把一张一米高，一二十米长的四
指丝网，撒开网鱼，半小时左右网到
了鲤鱼、鲫鱼在内的各种鱼约 3 公
斤，被渔政执法人员当场抓获。当
天，另一位被告人张某以丝网捕获
1.4 公斤湖鱼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件，也在该庭审理。

经审理查明，两案的被告人都
明知水域为禁渔区，却仍然知法犯

法，封湖禁渔的公告牌并未有效起
到警示作用。根据溧阳市人民检察
院联合法院制定出台的《刑事案件
巡回审判实施办法》，检法两家选择
将这类常见多发、涉及民生利益、群
众对违法性认知度不高的非法捕捞
水产品案件作为巡回庭审的案件，
在桂林社区向群众以案释法，强化
基层法治意识。

鉴于两位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
述罪行，并自愿缴纳生态修复补偿
金，最终，两人均被法院依法判处拘
役两个月，缓刑四个月。

承办检察官刘莎告诉记者，近
年来，国家为了加强对水产资源的
保护，通过国家立法、部门和地方行
政法规规章对水产资源繁殖、养殖、
和捕捞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而具体的
规定。禁渔期、禁渔区内，禁止任何
单位和个人使用丝网、卡钩、地笼、
抛钩、钓钩以及电鱼、毒鱼、炸鱼等
渔具、渔法在湖区从事捕捞作业。

童华岗 刘璐璐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在社区开庭

本报讯 出国务工需要办护
照，因为没时间，竟让双胞胎弟弟冒
充自己拍照。金坛的刘某拿着印有
弟弟照片的护照，多次出国，因此犯
了“偷越国境罪”。近日，金坛法院
判处刘某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8000元。

刘某是一名油漆工。2010年，
他看到身边的很多人都出国劳务挣
了不少钱，便也想到国外打工。出
国需要护照，到了约定好拍照的时
间，刘某却因在外地没有时间去拍，
又不想错过机会，便让自己的双胞
胎弟弟替自己去拍照。随后，刘某
拿着印有弟弟照片的护照多次出国
从事劳务活动，近些年先后往返了

新加坡、尼日利亚、白俄罗斯、赞比
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共计 14
次。因为是孪生兄弟，刘某出入国
境的时候一直都没有被人发现端
倪。直到2018年春节，刘某的弟弟
也想出国，但在办护照时，却显示照
片相同无法办理手续。两兄弟这才
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便共同向公安
机关自首，讲明了一切。

金坛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刘某违反我国边境管理法规，使用
以他人照片办理的护照多次出入国
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偷越国
境罪。不过，根据刘某的犯罪情节、
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对其可宣告
缓刑。 （吴同品 王蕊）

拿着孪生弟弟护照
多次出国变“偷越国境”

本报讯 经过 4 年多的不懈努
力，武进公安分局成功侦破了一起
故意杀人积案，5 月 31 日，犯罪嫌
疑人陈某被武进区检察院依法批准
逮捕。命案的告破再次证明：正义
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2013 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
当晚 8 点 31 分，湖塘下塘街的一出
租屋内，女子韩某被杀。案情迅速
上报，市区两级公安机关随即成立
了专案组。

由于案发时间是晚上，又在湖
塘老街，沿途光线昏暗，附近也没有
必要的监控条件，再加上死者韩某
的职业关系，让案情变得更加复杂，
也给案件侦办带来了很大难度。专
案组克服重重困难，围绕各种痕迹
排摸出了近 200 条可疑线索，先后
投入警力600余人次，赶赴河南、安

徽、山东、陕西、徐州等地调查取证，
走访群众 2 万余人次，但始终没有
取得重大突破。

案件不破、专案不撤、工作不
停。4 年多来，武进公安分局利用
科技信息的拓展、刑事科学技术的
发展，不断寻找新的侦查突破口，让
曾经失匿的蛛丝马迹“重新说话”，
终于在今年 5 月初，锁定了河南籍
犯罪嫌疑人陈某。5月9日中午，陈
某在武进一家工厂内被抓获。

经审讯，陈某对杀害韩某的事
实供认不讳。据陈某交代，4 年多
前，他因为嫖娼身染性病后，对韩某
怀恨在心。案发当晚，他乘车赶到
韩某处讨要治疗费，两人发生了争
执，心急之下，他持随身携带的刀刺
中韩某右胸部后逃离现场。韩某因
抢救无效死亡。 （小波 武公）

嫖娼染病起杀心
4年多前命案告破

本报讯 6 月 2 日 7 时 02 分，119
接到报警，称兰陵桥有人跳河。

光华路消防中队官兵立即到场，
发现一位 60 多岁的老太被困河水
中。幸运的是，桥墩上有一条狭长的
凸起，老人站在上面，紧靠着桥墩瑟瑟

发抖，河水没到她的脚踝，身上绑着一
根家人扔下的细绳，防止她体力不支
掉进河中。救援人员立即勘察地形，
桥墩离桥面约有五六米，仅靠细绳无
法将老人拉上岸，于是派人下河营救。

通过拉梯，消防员吴少华顺利下

到河水中，将安全腰带绑到老太身上，另
外两名消防员在岸边接应，成功将老人
拉上了岸，等候在岸上的家人立即将老
人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老人身患重病，当天，她从
医院偷跑出来至兰陵桥跳河轻生，追赶
而来的家人没有办法救她上来，遂报警
求助。

（芮伟芬 邹海楠）

老太患重病寻短见 消防官兵下河营救

本报讯 日前，天宁城管部门接到
商户举报，称一名男子假冒城管队员沿
街行骗。雕庄城管中队队员赶赴现场，
将这名“李鬼”扭送公安机关。

据悉，约一个月前，雕庄中队接到辖
区商户的反映，称一名 30 岁左右的男
子，穿着便衣，声称是城管巡查队员，到
10 多家商户“招摇撞骗”。中队立即通
知队员到辖区商户处澄清，并留下联系
方式，要求商户一旦遇上此人，第一时间
告知中队。

6月4日上午，中队接到水岸花语小
区附近一家母婴店的来电，店主称该男
子刚刚来过店里，拿了两包烟后离开
了。队员立刻赶去，沿街寻找，终于在下
午 2 点左右，在辖区内的加红私房菜馆
找到了该男子。

据男子交代，他是徐州沛县人，来常
多年，的确冒充城管队员到十多家商户
行骗，但每次都是拿几包烟和一点钱，金
额并不大。随后，雕庄城管中队将该男
子扭送至当地派出所。

城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城管队员
的身份并不难辨别。首先，不管正式队
员还是协管员，都不可能着便衣巡查和
执法。其次，正式队员持有执法证，协管
员持有工作证。市民若遇上此类冒充城
管队员行骗的人员，可以第一时间拨打
城管督查电话举报。 （小波 树根）

冒充城管
吃拿被抓

本报讯 因急需用钱，女子小王在
网上搜索贷款公司，对方表示能够办理
30 万元额度的贷款。各项手续办妥后，
对方以缴纳保证金、手续费等为由让她
先行转账，结果钱没贷到，小王反被骗
1.2万余元。

5 月 23 日上午，小王在家上网，用
手机自带的搜索软件搜索贷款，随后进
入一个贷款网站。通过电话交流，小王
得知，对方是贷款公司经理，能够办理
30 万元以下的贷款业务，不仅放款速度
快，利率还比银行贷款低。对方主动添
加了她的 QQ，并发来了工作证件和公
司营业执照。小王看到后觉得是正规的
贷款公司，就相信了对方。

对方随即发来一份电子版的贷款合
同，小王接收后自行打印，签好字发给对
方。合同已签，手续办妥，她本以为很快
能拿到贷款，但对方又称按照公司规定，
需要缴纳3000元“信用保证金”，保证金
会退还。小王转账后，对方又以“手续费”

“跨地区贷款费用”等多种借口，让她不断
转账。小王先后转账1.2万余元，贷款最
终还是没办下来，也联系不上对方了。

当天下午，意识到被骗的小王向郑
陆派出所报案。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吴同品 钱熬生）

“网贷”套路深
被骗万余元

（上接 A1 版）其中预防提醒约谈 45
人，询问示警约谈 13 人，纠错诫勉
约谈6人，追责问责约谈8人。

今年，江苏中关村坚持问题导
向，全面推开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工
作，要求各单位、各副科职以上领导、
各重要岗位深入排查廉政风险点，并
制定行之有效的防控制度、措施，共
排查出廉政风险点69条，列出相对
应防范措施69条，其中下一步待完
善措施31条，另外拟建立新措施60
条，并列出建议完善的时间进度表，
形成完备的责任防控体系，进一步
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在每年述职述
廉述法活动的基础上，增设定期的

“两个责任”专题汇报制，由各党组

织负责人、班子成员汇报主体责任
阶段性履行情况，主动剖析部门党
风廉政建设尚存在的问题，提出下
一步改进措施。通过汇报“述责”，
推动各级进一步放大履责成效。

江苏中关村纪工委还成立专项
检查组，对各部门履职尽责情况进
行点评，及时通报检查结果，提出整
改建议，督促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对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

“四风”和腐败问题屡禁不绝的村
（社区），严肃追究主体责任。今年
以来，对 8 名不认真履行“主体责
任”的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处理，其
中党纪处分4人、诫勉谈话4人。

（舒泉清）

推进落实主体责任“协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