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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花同样的钱，感觉加的油
比平时少了，是不是加油站在加油机上
动了手脚？近日，武进市场监管局高新
区分局接到多起有关加油站计量的投
诉，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执法人
员与数名投诉人一起，对辖区内涉及投
诉举报的几家加油站进行了实地检查。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加油
站在用加油机各部位铅封是否完好，是
否存在擅自改动或拆装加油机等计量器
具的行为，是否存在使用擅自改动或拆
装的加油机，是否存在偷换加油机计量
控制主板和计量芯片等计量作弊行为。
检查中未发现有此类违规行为。同时，
计量检定人员还重点抽检了加油枪计量

准确情况，共检查 3 家加油站的 5 把加
油枪，检定合格率为100%。

对于上述检查结果，投诉人均表示
满意。针对消费者反映的几种情况，执
法人员也现场一一答疑解惑。

有消费者问：为什么加100元油后，
汽车油表基本不动？原因是燃油表有误
差。大部分汽车用油表是通过油箱内浮
子的上下浮动带动电子传感器，传感器
将产生的电子信号传递给油表指针。油
箱内的浮子在加油过程中有可能会被冲
刷变位，因此，它只能大致反映油箱内的
存油量。

投诉人林先生上次加了 200 元汽
油，行驶了350公里，此次同样的价钱加

的油，只跑了300公里，他怀疑加油机不
准。其实，对于同一辆汽车而言，车况路
况的好坏、车辆负载多少、行驶速度快
慢、天气状况、交通堵塞、油路渗透、油路
积碳是否过多等因素都会影响汽车耗油
量。通常，熟练的驾驶员比新手省油，行
驶在高速路上比在市区省油，空车比重
车省油，不开空调比开空调省油。因此，
单纯根据某次加油量与行驶里程的关系
来判断加油站“短斤少两”是不科学的。

张先生则因为油枪跳枪，怀疑加油
员从中做手脚。执法人员解释说，加油
枪端口设有一个自封装置，加油中油满
上来，一旦接触到自封装置，加油枪就会
自动关闭并停止加油，造成“跳枪”。但

从现场检定的情况看，“跳枪”对加油量
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加油枪“跳枪”是
一种正常现象，对加油结果没有影响。

武进市场监管局提醒车主，加油时
要注意以下几点：加油机显示面板上是
否粘贴了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并且未过
期；加油前显示屏应回 0，注意加油机显
示屏上的相关信息，除了单价外，其余数
字均应为 0；注意观察视油窗，看是否有
空气、气泡和明显的油液流向及颜色；加
完油后，应该再核对一下金额与加油量
是否一致，并向商家索要发票。加油站
经营者也应当自觉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定期定时开展自校工作，积极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周志琴 汤悦 庄奕）

花同样的钱，为何感觉加的油少了——

市监人员细释加油误区

“电工同志，我一时鬼迷心窍贪小便
宜，我知错、我认罚。”9月3日，溧阳市天
目湖镇桂林村村民李福庆面对天目湖供
电所用电检查员王宇凯和鲍杰，以及摆在
他面前的两只极其相似的智能电表，承认
了自己试图通过换电表少交电费的事实。

换个电表真能少交电费？
临近 9 月，马上又到集中抄表的日

子。王宇凯打开电脑，召测电表在线情
况。他注意到，一只名为李福庆的电表已
连续两天没有被召测到，王宇凯和鲍杰
立即赶往电表所在的桂林村现场检查。

“谁把这电表箱上的铅封给拆了
啊？”20 分钟后，两人来到了电表所在的
李福庆家门口，发现电表箱虚掩，上面的
铅封被人拆除。王宇凯打开电表箱，电表
正常运行。他又检查了电表和采集器的
接线，准确无误。

“宇凯，你看这电表有点奇怪啊，不
仅电表上没有电表编号，而且示数怎么

这么少！”一旁负责监护的鲍杰伸手按动
了电表上的查阅按键，查看电表示数，只
见显示的有功总电量仅为61千瓦时。

“这电表最近没有进行过故障轮换，
肯定有问题。”王宇凯拿出手机拍照取证
后，将电表编号报给同事在系统中查询，
系统显示，该编号去年 8 月进行了一次
故障轮换，随后一直运行正常，最近一次
抄表后，台账显示电表的有功总示数为
927 千瓦时。数据一比对，王宇凯肯定，
眼前这只式样与普通智能电表几乎没有
差别的“电表”，应该是一只假表。

摸清情况后，王宇凯叫来村委工作
人员，一起上门找到了正在家中午休的

李福庆。可李福庆矢口否认自己擅自更
换了电表。

“李师傅，每只电表都有自己的‘身
份编码’——电表编号，这只假表恰恰没
有，如果你再不承认，那我们只能交由公
安机关处理了。”王宇凯将所有的证据摆
在了李福庆面前。在村委工作人员的劝
导下，李福庆只得将自己藏起来的那只
真电表拿了出来。

原来，他从网上听说可以定制与供电
部门相同型号的电表，买来后只需在抄表
的月底和月初将假表换上，供电部门就只
能抄取假表上的示数。由于假表的有功总
示数相比真表低，就可以达到少交电费的

目的。考虑到自己这个夏天开了那么长时
间的空调，用了很多电，他便鬼迷心窍想
通过这个方法少交点电费。

“李师傅，我们的电表都是远程抄
表，每天表计的各种数据都会记录在案，
每只电表都需要在系统中挂接建立关系
后才能抄表，像您这样直接把假电表装
上去是没有用的。”在了解了李福庆偷换
电表的原因后，王宇凯向他耐心解释了
智能电表的工作原理，李福庆的做法无
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在众人的劝导下，李福庆也认识到
了错误，连声道歉的同时表示愿意接受
供电所的处罚。 童华岗 彭迪

网购李鬼电表 才用两天就露馅

8月24日下午，武进区西湖街道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一次环保公益主题活动，40多名小志愿者对蠡河公园周边的隔
离圆石墩进行公益彩绘。一个个不起眼的路障石墩悄然“变脸”，蕴含了保护生态环境宣传元素的“脸谱石墩”“卡通石墩”
吸引了市民们围观、拍照。 童华岗 陈澄 图文报道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双方发生
纠纷，往往会给一方带来巨大损失，如
果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方既要承担违
约金又要赔偿损失，当发生纠纷时，违
约金与赔偿损失是否可以同时适用？不
久前，我市一家玻璃幕墙工程公司（以
下简称“幕墙公司”）为此来到江苏常江
律师事务所，向律师李珍荣求助。

两年前，江苏一家建设工程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公司”）与该幕墙
公司签订了一份《分包协议》，约定：建
设公司将其总承包的一工厂办公大楼
和宿舍工程中的门窗、玻璃幕墙工程
分包给幕墙公司施工。协议不仅约定
了工程范围、造价和工程期限等，对于
违约责任也进行了约定：一方违约的，
应承担违约金的数额为10万元；如因
任何一方原因违约并造成重大损失
的，其损失由违约方全部承担，但最高
额度不得超过合同总价的30%。

合同签订后，在施工中，由于幕墙
公司项目经理离职、资金链断裂等诸
多原因，导致工程停滞、严重延期交
付，从而影响建设公司对工程整体的
完工与验收。2017 年底，建设公司向
法院起诉，要求幕墙公司承担违约金

10万元，并按合同总金额30%的比例
赔偿经济损失187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幕墙公司
支付违约金10万元，但对于建设公司
主张的 187 万元经济损失，判决在其
与发包方结算、损失确定后可再另行
主张。幕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请求法院改判关于后续继续赔偿
的认定。

作为违约方，幕墙公司在付了 10
万元违约金后，是否还要继续承担经
济损失赔偿责任呢？

二审法院认为，建设公司向法院
要求幕墙公司承担违约金10万元，并
按合同总金额 30%的比例赔偿其经
济损失 187 万元的诉讼请求，其实质
是要求增加违约金。根据《合同法》第
114 条关于违约金的规定，当事人请
求增加违约金，应以不超过实际损失
额为限，而建设公司在一、二审期间并
未能举证证明因幕墙公司的违约行为
给其造成的损失超过双方在合同中约
定的违约金 10 万元，因此，建设公司
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
张按合同总金额 30%的比例赔偿经
济损失 187 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建设公
司可待实际损失发生后再行主张的观
点错误，没有法律依据，予以纠正。

常江 庄奕
延伸阅读：

我国《合同法》中虽未明确规定违
约责任的一般原则，但法学界对此已
达成共识：在我国《合同法》中，违约责
任的一般原则是“补偿性为主，惩罚性
为辅”。此处理原则是我国《合同法》在
解决违约问题，处理违约方承担违约
责任的立法理念。

关于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的适用关
系，目前的合同法学理论通说认为，违
约金也属于赔偿性质的责任，一般在
处理违约问题的时候，守约方可选择
适用违约金条款或者赔偿损失条款，
不能要求并用。如当事人未约定违约
金，则守约方可主张损失赔偿；如果当
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了违约金，违
约金具备了预定赔偿属性，即合同双
方对损害赔偿金额的预先约定。

违约金与赔偿损失不能同时适用，
既能保障守约方的损失得以补偿，又可
避免对守约方过度保护，对违约方过度
惩罚，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得以衡平。

终审：违约金与赔偿损失不能同时适用

工程延期交付，付了违约金后
还要赔巨额损失吗？

本报讯 连日来，常州市国土
资源局直溪中心国土资源所工作人
员陈宇建为一位农民的“特殊业务”
进行了一次“特殊服务”，赢得了该
镇群众的赞扬。

事情得从8月22日上午说起，陈
宇建刚到直溪国土所窗口办证服务大
厅，就来了一位神色焦虑的农民，他左
顾右盼，像有难事。在陈宇建的热情
询问下，农民说他叫张灯粉，直溪镇汀
湘村人，他有项“特殊业务”需要国土
所的同志为他特殊办理。

原来，他是来申请办理不动产

遗产登记手续的，按照规定，需要他
母亲到窗口来共同申请，共同面签
摄像。可张灯粉的母亲重病多年，
且住在常州，老人腿脚不方便，不能
行走。

陈宇建得知情况后，立即向国
土所所长徐彬华汇报。徐所长一番
思考后，吩咐陈宇建上门办理。于
是，陈宇建拿着登记材料，和张灯粉
驱车60多公里，来到天宁区朝阳花
园张灯粉母亲的住处，为他们办好
了这件特殊的遗产继承登记手续。

（小波 高罗胜 梁玲芳）

特殊业务有难度
国土热情上门办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今年
8 月，市 12315 共接到消费者来电
3655件，其中投诉853件、举报167
件、咨询 2635 件。853 件投诉中服
务类468件、商品类385件。

服务类投诉中，通讯服务类投
诉矛盾十分突出。消费者表示，近
来不断接到通讯运营商的业务推广
电话，虽然在电话中明确回复不需
要办理推荐的任何业务，通讯运营
商仍然私自开通并扣费。此外，运
营商承诺免费升级，消费者事后发
现收取了更高的套餐费用，且所改
套餐要强制使用一年。类似投诉经
工商及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协调后，

大多数都为消费者改回原来套餐，
并退还多收的费用。

商品类投诉中，装修建材类投
诉有 40 件，其中一半为地板、瓷
砖。消费者主要反映木地板铺设
后异响严重，甚至有拱起断裂现
象，样品与实际铺设地板、瓷砖存
有色差。此类投诉经调解后，商家
基本能主动上门维护、保养或者更
换处理。

随着气温下降，空调类投诉较
上月 21 件降至 12 件，降幅明显，投
诉仍然集中在维修、更换不及时，三
包期内商家不积极主动履行三包义
务等。 （肖宝 庄奕）

旺季装修，建材类投诉不断

本报讯 在溧阳监狱服刑的南
京人赵某在南京鼓楼区有一处学区
房，日前已经签好了房屋买卖合同，
但因无法去办理户口迁出手续，房屋
过户面临搁浅。溧阳公证处工作人员
再赴监狱，帮赵某解了燃眉之急。

赵某因犯罪在溧阳监狱服刑。
今年 5 月，他打算将自己在鼓楼区
的一处学区房出售，为此，溧阳公证
处公证员于 5 月 22 日随赵某的儿
子到溧阳监狱，为其办理了委托售
房公证。近日，该房已经出售，双方
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正准备过户
时，却碰到了一个难题。

原来，买房人希望把小孩户口迁
入此房，以便在学区入学。赵某的儿

子去派出所询问，被告知必须将赵某
的户口从此房迁出，买房人一家才能
迁入。可赵某此时仍在服刑，无法亲
自办理迁户口事宜，正在焦急时，民
警告知可以办理委托公证。于是，赵
某的儿子再次联系溧阳市公证处，希
望能再陪他到监狱去一趟。

了解情况后，考虑到如果不及
时办理此公证，不仅可能使赵某承
担违约责任，还会影响买房人孩子
9 月入学，公证员立即通过电话与
邮件和赵某儿子沟通，指导他准备
好相关材料。8 月 29 日，公证员陪
同赵某的儿子到溧阳监狱，顺利办
好了委托公证。

（王田夫 刘广 芮伟芬）

学区房出售受阻
赴监狱再办公证

日前，勤业一社区活动室内，书声琅琅，数十名孩子围坐在一起分享和
交流读书心得。在社区志愿者的引导下，小朋友们轮流上台，给大家讲故
事，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悟。台上的孩子讲得惟妙惟肖，台下的孩子们听得津
津有味。社区表示，今后会常态化地举办这样的阅读活动，让社区居民爱上
阅读，体会到阅读的快乐。 符红萍 周洁 芮伟芬 图文报道

本报讯 为了让孩子能上个好学
校，市民黄先生和顾先生托人找关系，结
果遭遇骗子，被骗近3万元，所谓的好学
校自然没有上成。日前，嫌疑人顾某和尚
某被新闸派出所抓获并刑拘。

黄先生的孩子今年秋季要上小学，
他一心想为孩子找个好学校，为此四处
打听。今年 3 月，经人介绍，他认识了自
称在教育部门“有门路”的顾某，得知黄
先生想让孩子就读新北区某小学，顾某
立即表示自己和该小学的副校长关系
铁，可以帮忙安排，但前期需要支付一定
的“赞助费”。考虑到该小学名额确实比
较紧张，再加上顾某胸有成竹“拍板保
证”，黄先生就答应了。

到了 7 月，顾某告知黄先生，答应帮
忙的副校长要 1.5 万元“赞助费”，先付 1
万元，开学再付 5000 元。黄先生随即给
了顾某 1 万元，心想孩子上学的事总算
敲定了。没过多久，自称是该校副校长的
尚某亲自出面，向黄某索要了剩下的
5000元，并让他安心等入学通知。

一直到 8 月底，黄先生一家都没等
到孩子的入学通知，急忙联系顾某。顾某
称尚校长犯事被抓了，无法再帮忙。焦急
的黄先生决定去学校问个究竟，一问才
知道，该校压根没有姓尚的副校长，也不
存在校长被抓的事，直到这时，他才明白
被骗了。

无独有偶。就在黄先生报警后，又有
一位市民报警被骗 1.2 万元，所述遭遇
与黄先生相同。新闸派出所立即调查，很
快将顾某和尚某抓获。经查，这两起案件
均为他俩所为。 （毕涵叶 芮伟芬）

托关系上学
遇到假校长

本报讯 漂流项目刺激，但若是在
玩漂流时手机掉水里，就有些得不偿失
了。日前，一上海游客为此和溧阳一漂
流景点起了争执。

近日，上海游客赵先生与朋友一起
到溧阳一漂流景点游玩，在漂流中，不慎
将手机和香烟全部掉落水中，事后找到
景点工作人员要求赔偿。但景点负责人
表示，在项目入口有友情提醒标语，参加
漂流的游客禁止携带贵重物品入船，是
赵先生自己不听劝告造成手机落水，景
点不承担任何责任。但赵先生认为，是
由于前面的漂流船还没有真正离开，工
作人员在放船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安全
距离，两船碰撞才导致其手机落水。景
点工作人员辩称，漂流船只类似的碰撞
完全是漂流的正常体验。双方各执一
词，赵先生随后拨打12315投诉。

经溧阳市市场监管部门调解，商家
友情补偿了500元。 （肖宝 庄奕)

漂流手机掉下水
商家补偿500元 （上接 A1 版）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水平达88.91%，所有镇（街道）全部
通过示范镇创建验收，创建率达
100%。耕整地、种植、植保、收获、
产地烘干、秸秆处理等六环节机械
化水平均达到或超过考核评价标准
要求。

“着力普及新机具新技术，全面
融合良种良法良机，‘主攻一体、盘
活两翼’是金坛创建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的最大特色
和鲜明特点。”金坛区农林局副局长
胡国强介绍说，在创建过程中，该区
坚持以专业化农机服务组织培植为
纲，着力主攻，带动全局，基本实现
农机专业合作社行政村全覆盖，拥
有全国农机示范社 5 家、省级示范
社35家。同时，坚持以农机农艺融
合和实用人才培养为目，充分盘活，
激发潜能，建立农机化实训基地 5
个，培养了一大批会操作、懂管理、
善经营的“土专家”“田秀才”，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4 项、省农业技

术推广二等奖 1 项，制定和参与制
定了 8 项常州地方标准，先后承办
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
进行动现场会、第一届全国稻茬小
麦绿色增产模式攻关研讨现场会、
全省稻秸秆机械化暨小麦机播现场
会，为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提
供了样板。

该区农林局局长邓九胜表示，
将在巩固提升“全省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创建成果
的同时，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机器换
人”、绿色环保农机装备与技术示范
应用两大工程，用现代物质装备武
装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农业，
用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不断提
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
劳动生产率。同时以“产业兴旺”为
根本遵循和自觉追求，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落地见效，努力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
美丽家园。 （曹建军 赵鹤茂）

金坛获得全省最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