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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兰陵街道天安河滨社区社工和江苏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带着社区的小朋友们来到张太雷纪念馆，学生们一
边参观一边记笔记，纷纷表示要在学习中不断拼搏，为强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周润 孟建强 童华岗图文报道

本报讯 以每平方米760元的价
格，预订了一款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缅
甸柚木地板，商家提供的却是大路
货。近日，市民邹先生来到武进消协
投诉。

去年底，邹先生在武进横林地板
城订购了一款单价 760 元、总价为 5
万多元的缅甸柚木地板。商家称，因
为是进口商品，要邹先生耐心等待。
其间，邹先生的朋友提醒他，缅甸柚木
的价格不可能这么便宜，当心其中有
假。邹先生顿时生疑，便上网查询相
关资料，对缅甸柚木做了全面了解。

今年 3 月，商家上门开始铺设。
商家送货上门后，邹先生便仔细观察
了木地板的质地，觉得与网上介绍的
有明显区别，遂将铺设剩余的几块木
地板送到苏州一家木地板检测机构检

测。结果显示，送检木地板并非缅甸柚
木。同时，邹先生了解到，送检木地板每
平方米只值200多元。邹先生拿着检测
报告与商家交涉，商家态度依然强硬，表
示缅甸柚木有多个系列，同时要求邹先
生支付 2 万多元尾款。见退赔无果，邹
先生来到武进消协投诉。

武进区消协横林分会工作人员接诉
后组织了调解。消协工作人员表示，按
照相关法规条款，经营者提供商品，应当
主动向消费者告知有关商品的产地、性
能、规格、等级及检验合格证明。经协
调，商家与邹先生达成调解，按照原合同
约定价格免费给邹先生重新发货铺设，
同时退还2万元订金。邹先生表示满意。

无独有偶，今年 6 月，江阴市民刘先
生在新北区一家居建材商场花 1.28 万
元购买了38平方米的木地板，日前铺设

完毕后，他量了一下实际铺设面积，发现
实际铺设仅30平方米，于是要求商家退
还多收的费用。可商家称板材有损耗，
且人工费要以 32 平方米进行结算。刘
先生认为，板材有一定的损耗可以理解，
但损耗不能过度，人工费应按实结算。
双方争执不休。经新北区消协调解，商
家退还剩余板材以及2平方米的人工费
共计2559元。

市消保委在梳理近来的地板纠纷时
发现，部分商家仗着消费者缺少购买经
验或对产品不了解，通过虚假宣传、以假
充真、以次充好、傍名牌等营销方式欺骗
消费者，诱导消费者作出错误的选择。
此外，有的商家忽视对消费者的售后保
障，导致产品在安装、更换及维修过程中
争议不断。还有的商家在提供售后服务
时，以各种方式要求消费者额外支付费

用，“强制消费”现象较为严重。
市消保委就此发布消费警示，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家装建材木地板产品时，
应与商家提前确认好消费的具体项目、
内容、金额，避免一些“隐性消费”或“强
制消费”项目的存在。购买时，认真阅读
商家提供的合同并予以明确，防止在履约
过程中出现材质不符、货不对样、以次充
好等问题时“空口无凭”。对于不合理的
条款应要求商家给出解释并予以修改。
保管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合同、报价清单、
制作单、送货单等重要单据，在发现质量
问题而商家不予认可解决的情形下，可通
过拍照、录像等方式将证据予以固定，必
要时也可以通过申请证据保全或委托中
介机构检测、鉴定的方式保存证据。如果
在此过程中产生其他损失，还应注意保存
相应的单据凭证。 （肖谐 庄奕）

消保委发布消费警示：购买木地板，当心“隐性消费”

买的缅甸柚木 铺的却是大路货

本报讯 三包期内，汽车就出现
方向盘失灵的情况，4S 店没有彻底解
决这一问题，导致三包期后再度出现
方向盘失灵的情况。近日，经溧阳市
市场监管局中关村分局调解，汽车 4S
店为陈先生免费更换了 2 万多元的汽
车方向机。

今 年 7 月 中 旬 ，陈 先 生 向 政 府
12345 热线反映，2015 年购买的一品
牌家用汽车突然在行驶中出现方向盘
失灵的情况。惊魂初定后，他立即与
汽车 4S 店联系处理，但无法达成一
致。

虽然消费者的汽车已经超过家用
汽车的三包期限，但是，车辆的使用安
全，事关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溧阳市市场监管局中关村分局首先向

消费者了解了事发经过。陈先生对车
辆方向盘失灵感到疑惑不解，称出事
时，车辆处于正常行驶状态，且车辆一
直有做正常保养和维修。但这辆汽车
曾在 2018 年还未过三包期时有过方
向盘失灵的情况，当时，4S店只是进行
了软件升级。陈先生认为，4S 店在三
包期内没能查明方向盘失灵的真实原
因，存在维修处置不当的情况，应该对
车辆在三包期后同一质量问题负责。

市场监管人员随后和汽车 4S 店
联系。4S 店表示，消费者确实在三包
期内反映过车辆方向盘失灵的情况，
4S 店曾做了检查。对于此次车辆再
次出现方向控制失灵的情况也表示歉
意。后经市场监管部门调解，双方达
成协议：4S 店为陈先生免费更换 2 万

多元的汽车方向机。
溧阳市市场监管局中关村分局提

醒车主：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家用汽车发生产
品质量问题，消费者自行处置不当而
造成损坏的，经营者对所涉及产品质
量问题，可以不承担本规定所规定的
三包责任，所以，消费者处置车辆问题
时，一定需要符合维修程序。譬如家
用汽车产品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或严重
安全性能故障而不能安全行驶或者无
法行驶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三包手册
电话咨询修理服务，如电话咨询服务
无法解决的，应当联系合规维修单位
进行修理，不建议私自处理，否则有可
能影响正常三包，并需要保管好相关
维修记录。 （毕延涛 庄奕）

三包期内方向盘失灵
三包期后更换方向机

本报讯 24 岁小伙宋某在短短
两个月内，谎称有房子要卖，通过收取
房款、定金等诈骗 4 起，骗得 70 多万
元。近日，宋某因犯诈骗罪、伪造国家
机关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
处罚金12.3万元。

去年 9 月，金坛的吴先生打算给
儿子买套新房。他听说宋某手上有房
子要卖，便找上了门。宋某称自己有
套面积 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价格便
宜，每平方米只要3000元，总价30多
万元。还没看房子，吴先生便当场决
定购买，并交了1万元定金。第二天，
他将剩余房款悉数交给了宋某。交完
钱，双方签订了购房合同，宋某还给了
他一张收据。

之后，吴先生外出打工，走之前还
特意让宋 某 打 了 一 份 承 诺 书 和 收
条，如果拿不到房子，就将钱全部退
还。一个月后，他实在放心不下赶

回来看房子，但宋某一直以各种理
由推脱。去年 12 月 15 日，吴先生发
现自己被宋某骗了，遂向金坛警方
报案。

宋某被抓后交代，他名下根本没
有房子，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也是假
的。“合同上的房号是我随便编的，甲
方是我虚构的名字，公章也是假的，是
我在网上买的”。

被骗的远不止吴先生一人。经
查，去年 9 月至 10 月间，宋某编造手
头有房屋销售等理由，以收取房款、定
金等名目，诈骗作案4起，诈骗金额约
75 万元。最开始上当的是严女士，她
是通过一名房屋中介认识宋某的。宋
某当时曾带她去看房，但钥匙打不开
门，宋某称自己拿错了钥匙。严女士
付了5万元定金后，一直没看到房子，
也没拿到钥匙，便不打算买了。后经
催要，宋某退了她2万元。

陈先生夫妇同样损失惨重。去年
10 月，宋某称他有一套别人抵押的房
子，贱价出售，每平方米 3000 元。陈
先生十分心动，前后付了 30 万元房
款，可惜一直没等到房子。后来，他们
担心出事情，便要求宋某退钱，但宋某
仅退了3万元就没了下文。

（吴同品 孙忠玲 姜海燕）

房子每平方米只要3000元？

小伙虚构卖房 骗得70余万元

本报讯 旅游本是让人开心
的事，汤女士旅游回家后却是一肚
子气，因为她花 4 万多元买了一堆
不值钱的翡翠挂件。近日，经溧阳
市消费者协会溧城分会调解，汤女
士得以全额退货退款。

7 月初，汤女士在溧阳一旅游
公司报了为期 4 天的武夷山休闲
游。哪知，一家人到了武夷山后，导
游就将他们带到了珠宝店的小房
间，开始哄骗。导购小姐声称这是
一家百年老店，店内所售的翡翠起
码都是冰种以上的极品，升值空间
非常大，每年都增值 20%。导购小
姐斩钉截铁地宣称：公司郑重承诺，
所 售 商 品 一 年 上 浮 20% ，两 年
40%，以此类推，五年100%递增。

汤女士一行人听得心潮澎湃，
不知怎地就买了一堆翡翠挂件，共
计 41965 元。回到溧阳后，汤女士
将翡翠拿给懂行的朋友看，朋友一
看就说虽然是 A 货，但质地非常
差，根本不值钱。汤女士遂致电
12345 市民热线，希望相关部门帮
助处理此事。

接到投诉后，溧阳市消费者协会
溧城分会立即展开相关调查，并联系
该旅游公司负责人。经过消协对相关
法律法规的宣讲，该公司负责人认识
到了自身的问题，表示将为汤女士与
珠宝店交涉。目前，汤女士已成功退
回挂件，拿到41965元退款。

在旅游中，消费虽不可避免，但要
学会理性消费。溧阳市消费者协会相
关专家表示，一般人对于古玩、玉器等
高价值的商品不具备鉴别能力，不法
分子往往利用这一点，以打折优惠诱
惑游客购买。因此，旅游途中要谨慎
购买翡翠玉石，保持足够的清醒。此
外，还要谨慎选择旅游线路，货比三家
拒绝低价团；了解旅行社是否具有合
法资质，别轻信其口头承诺，要签订旅
行合同，反复研究合同细则，防止存在
漏洞；旅途中遇到导游临时增加的项
目，明确自己的需求，不要轻易被诱
骗；如果真的遇到强制消费的情况，务
必保留证据，并及时向当地旅游、市
监、物价、消协等部门投诉，必要时通
过网络曝光，甚至诉诸法律，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李淑婷 庄奕）

跟团遭遇“黑导游”
4万元买一堆不值钱挂件

本报讯 多年前的阴差阳错导
致市民刘女士儿子的户口落在安
徽、户口名字和实际使用名字不一
样，给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日前，经开区公安分局为民解忧，帮
其办好了户口迁移手续。

7 月 15 日，市民刘女士来到
经开区公安分局，称其儿子 4 岁时
跟随她来到横山桥，当时未报户
口，直到 2014 年 11 月才在横山桥
派出所凭亲子鉴定补录了户口。
今年 3 月，系统发现其儿子是重复
户口人员，遂将其在横山桥的户
口注销了。原来，2006 年，刘女士
前夫在安徽老家为儿子办理了出
生 申 报（无 出 生 证 明），取 名 王
某。目前，她儿子持有的是安徽
户口，户口名字和实际使用名字
也不一致。

刘女士说，儿子今年已 27 岁，
随她在横山桥镇生活工作，与安徽
已经完全没有联系了，为了此事，她

还特地跑到派出所户籍窗口要求把儿
子的户口从安徽老家迁到常州，但因
为他们目前居住的房子是 2000 年建
造的私房，虽是经批准建造的，可当时
未办房产证和土地证，现在也办不了，
不符合迁移规定。户籍工作人员也主
动与安徽省五河县小圩派出所联系，
建议他们那边注销户口，再帮助刘女
士儿子恢复常州户口。可小圩派出所
认为，刘女士儿子的出生申报户口符
合规定，不肯注销。刘女士无奈，只能
到分局寻求帮助，希望能将儿子的户
口迁到横山桥。

考虑到刘女士家情况特殊，刘父
行动不便、刘母重病在身，刘女士和
儿子都在横山桥生活和工作，分局研
究后决定，同意并帮助刘女士将其儿
子的户口迁入横山桥。因刘女士一
家文化水平偏低，无法提供书面申
请，分局治安大队有关同志还特地帮
其拟了一份书面申请，刘女士一家对
此十分感激。 （小波 刘余霖）

为户口求助民警
贴心服务赢好评

本报讯 7 月 15 日下午 4 点
18 分，一名男童在钟楼区丁香路某
大厦一楼发现有扭蛋玩具机，便好
奇地将手伸入出物口想拿里面的玩
具，结果手被卡住大声痛哭。消防
人员化身“拆弹专家”，将玩具机大
卸八块后，孩子终于脱困。

外环路消防中队接到求助后赶
到现场，看到男童的左手整个小臂
卡在扭蛋玩具机的出口孔洞里，因
为惊吓和疼痛，孩子一直在哭，家长
抱着他焦急万分。经查看，孩子的
手臂卡得比较深，贸然破拆可能对
他造成二次伤害，消防人员决定用

拆卸机器的方法进行救援。
在仔细观察后，消防人员用螺丝

刀将扭蛋机前侧部位撬开，一步步
拆解，由于零部件太多，经过近 10
分钟的努力，终于能看到孩子的手
被卡在了玩具出口的挡板内。消防
人员将连接线剪断，孩子的手臂被顺
利取出，庆幸的是，除了有些红印子外
没有大碍。

经询问父母得知，小孩 7 岁，当
时，大人正忙着办事，孩子独自一人跑
到扭蛋机这边玩，可能是想拿里面的
玩具，手就伸进去掏，结果被卡住了。

（芮伟芬 肖轩）

带孩子出门一定要多加看护——

好奇伸手掏玩具
7岁男孩被卡幸无碍

7 月 9 日 9 点 多
钟，溧阳路政执法人
员巡查至该市城东大
道北环桥头路段时，
发现一侧的绿化带内
堆 放 了 一 根 巨 型 电
杆，旁边还停着轿车、
电瓶车。执法人员联
系附近的施工人员，
告知公路乱堆放不仅
影响通行环境，更对
绿化草木造成损害，
责令他们立即将电杆
清除出公路。可当天
下午，执法人员再次
巡查至该路段时，发
现电杆还在。执法人
员当即联系吊车、运
输车，将该电杆拉离。

张国芳 芮伟芬
图文报道

本报讯 7 月 13 日下午，新北城
管大队城市长效管理队员陶志军在天
目山路整治非机动车乱停放，一外卖
小哥突然恼羞成怒，将陶志军打伤后
逃逸。新北警方很快锁定伤人者，对
其处以行政拘留2日。

2018 年起，新北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大队对万达、丰臣广场周边开展
非机动车整治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该大队今年将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专项
整治的范围扩展到城市长效综合考评
区域内的14条主要街道和重点地区，
联合交警大队、属地街道共同拖移违
停非机动车，规范停车行为。

7 月 13 日下午 2 点多，陶志军在
天目山路由北向南展开日常巡查至天
目山路 181 号“喵七公”店铺门口时，
发现一外卖小哥将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遂当场劝导，告知其可以将车停放
到附近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之后，陶
志军继续巡逻，当他回头再次经过天
目山路 181 号门口时，发现外卖小哥
并未纠正乱停放行为，陶志军便再次
告知小哥，如有二次违停，就直接拖
走。哪知，外卖小哥突然下车，走到
陶志军身边，用右拳猛击其左脸，陶
志军连连倒退后连人带车摔倒，小哥
见状，又连续两拳打中陶志军的胸
口。就在事态要升级时，路过群众将
小哥拉开。陶志军拖住其外卖箱不让
对方走并报警，但外卖小哥还是挣脱
骑车逃跑。

陶志军报警后，三井派出所迅速
出警，根据沿线视频资料很快锁定嫌
疑人。经调查取证，新北警方最终对
外卖小哥处以拘留2日的处罚。

（童华岗 张蔷 邹立）

外卖小哥乱停车
城管劝说反被殴

本报讯 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用
卡提额的短信，结果，信用卡没能提
额，反倒被人盗刷。近日，我市两位市
民因误信信用卡提额短信，将自己的
身份证、信用卡卡号及密码等重要信
息输入不明网址链接，导致信用卡被
盗刷。

7 月 2 日晚 7 点，李先生路过红梅
新村附近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称可
给信用卡提额。李先生点进短信内的
网址链接，按照提示输入了信用卡卡
号、密码、姓名和身份证号。没想到，
输入信息后几分钟，他就收到了信用
卡被扣款5000元的短信。这时，李先
生才意识到自己上当，立即赶到红梅
派出所报警。

“信用卡用了大半年没见提额，突
然收到提额信息，我一时激动就信
了。”7 月 2 日晚 6 点，在红梅新村一饭
店吃饭的郝女士也收到了一条信用卡
提额短信：鉴于您近期信用良好，可提
升卡片额度为 5 万元。短信还附带一
个网址链接。郝女士提额心切，没有
验证短信的真伪就点开链接，输入信
用卡卡号、密码等个人信息。很快，她
就收到信用卡被消费1000元的短信。

据民警介绍，李先生和郝女士收
到的短信根本不是银行发送，而是诈
骗分子利用“伪基站”干扰一定范围内
的通讯信号，冒充银行强行向手机用
户发送的诈骗短信。所谓“伪基站”，
就是没有经过无线电通讯管理部门批
准，被不法分子私自使用，用于屏蔽正
常的通讯网络信号，冒充任意号码强
行向被其干扰的手机用户发送任何内
容的设备。上述两人确实都办了信用
卡，诈骗分子发送的短信内容具有一
定迷惑性，所以他们容易上当受骗。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吴同品 吴开强）

信用卡新骗局：

收到提额短信
提额不成被盗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