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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已经付了首付 4.3
万元，可常州鹏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既不让我提车，也不肯退车。这笔钱
难道就只能打水漂了吗？”11 月 4 日，
南 通 市 民 范 先 生 致 电 本 报 热 线
86606666求助。

范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遭遇。
他在南通开了家蛋糕店，他交友广阔，
朋友圈里联系人众多，其中就有常州鹏
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业务员。今年
10月初，他看到该汽车销售公司业务员
发布了一款二手轿车“思铂睿”的相关
信息。范先生十分心动，10 月 8 日便
来到我市新北区二手车交易市场——
美卡摩汽车小镇。鹏亮汽车销售公司
业务员称，这辆车产权明晰，才开了
36954公里，只要钱到位，马上就能过
户。范先生当即就表达了购买意向，
提出能否全款付清。业务员表示，如
果全款支付，就要加价 20%；贷款的

话，利息只要 6000 多元，但原价 14.8 万
元的车可以降至 12.3 万元。范先生当
即决定贷款，先付了定金 3000 元。10
月 9 日，鹏亮汽车销售公司将这辆思铂
睿送至汽车 4S 店检修。在查看接车修
理单、确认车况后，范先生又支付了4万
元，与鹏亮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了车辆转
让协议。

可这之后，不如意的事就一桩接一
桩来了。签定转让协议后不久，小贷公
司业务员就找上了范先生，计算后声称
贷款 8 万元，分期两年，利息大约需 2 万
余元。尽管与预期的 6000 元利息相差
甚远，但范先生再三思量后，还是决定吃
了这个哑巴亏。可小贷公司业务员又
称，他的银行流水不够，让范先生先回南
通等，他们会派人上门家访后再发放贷
款。10 月 13 日，在南通的范先生没有
等来小贷公司的家访，等到的却是“车子
产权有问题，尚在解除抵押过程中”的消

息。范先生当即赶来常州，得到的答复
是“要么换车，要么等待”。

11 月 4 日，范先生再次来到常州，
记者跟随采访。范先生试图与鹏亮汽车
销售公司负责人再次协商提车时间，但
对方态度非常强硬，声称“不要再问解押
不解押的问题，反正这辆车不会再卖给
你了”，要范先生“换一辆车，其他车随便
挑，看中哪个算哪个”。范先生提出退
车，对方却称“想都不要想，绝对不可
能”。

随后，范先生向新北区消协投诉。
目前，此事正在进一步协商中。

对此，江苏常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州民建会员刘为帅表示，如果范先生
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由于出卖方的原因
导致购车合同无法履行，那么，出卖方
就构成违约，理应退车，并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

近年来，二手汽车市场蓬勃发展，二

手车消费持续火热。但是，因买卖方、平
台方信息不对称，个别商家缺乏诚信，市
场规范不健全等因素，消费纠纷愈发频
繁。有关消费者维权专家提醒购车者，
一定要签订规范的购车合同，在签订合
同时要注意核心细节，尤其对售后服务、
车辆里程表数值、是否事故车等都要明
确标注，对一方违反合同的约定或不能
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义务时该承担何
种责任，也需要详细约定；同时确认合
同上的印章与发票上的一致，避免出现
消费纠纷时相互扯皮。此外，消费者最
好选择实力、信誉较好的二手车经销
商。因为经销商的诚信直接影响合同
的履行。在买车时，不要忘记询问或查
看经销商本身的背景资料，这些资料至
少应当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资本，并注意经营场地与登记场地是否
一致，防止遭遇商业欺诈，以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庄奕）

付了4.3万元，为啥提不了车也退不了？

本报讯 在溧阳别桥镇前疁村，
手拄拐杖的女人“惠琴”经营着一家已
有24年历史的小卖部，她也被村里的
老人们亲切地称为“万事通”：“惠琴
啊，快来帮我婶婶看看，这个手机怎么
又开不了机啊？”“惠琴，帮爷爷手上挑
个刺吧，我眼睛不行了，还是麻烦你了
啊！”

据了解，吕惠琴出生 8 个月时患
病，导致双下肢重度残疾，余生只能与
拐杖相伴。吕惠琴的父母多年如一日
地照顾和引导，铸就了她乐观的心态
和不服输的性格。吕惠琴告诉记者，
或许是因为身体的缺陷，她自食其力
的愿望要比常人更加强烈，年幼时她
在家里兼做一些手工活，成年后，父亲
便在村里帮她开了家小卖部，也因此

开辟了她人生的一片新天地。
做生意本不是一件易事，对于残

障人士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以前村里
路况差，从村里到镇区进货的几公里
路对常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吕惠琴
来说，每次就像拿命去赌博一样艰
险。“一次进货回程时，突然下起了暴
雨，我慌了神，连同进货轮椅一起摔在
了泥坑里。”吕惠琴说，她在泥泞里挣
扎等待了40分钟，直到路过的村民把
她扶起。

吕惠琴的小卖部除了售卖日常所
需，更像是村民们的休闲驿站，打牌、
聊天、寻求帮助⋯⋯每天，惠琴小卖部
里来往村民络绎不绝。“曾经有个顾客
从大山口一路开车到我这才买到烟，
看着他‘如获至宝’的样子，我突然开

始意识到，我的这份坚持，意义不在能
赚多少钱，而是真正地可以帮助到一
些有需求的人。”吕惠琴说。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吕惠琴了
解到城区的“社区团购”很火爆，尝试
购买后发现产品优质又实惠，她就想：

“这么好的东西若能引到村里来，该有
多好！”为此，吕惠琴想方设法说服镇
里的团购负责人，她的“拗劲”让她得
到了这个机会。凭着多年积累的客
户，仅仅 1 个月，她就有了 100 多名

“团友”，销售额达1.5万元左右。
吕惠琴还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家庭，和丈夫育有 1 个女儿，目前已
是上海东华大学的大学生。“只要笑
对生活，终会迎来生命的春天。”吕惠
琴说。 （小波 管文彪图文报道）

溧阳别桥有家开了24年的小卖部

手拄拐杖的店主是老人们的“万事通”

本报讯 女儿回家路上被狗
咬伤，但对方却坚称这是只流浪
狗，不肯承担赔偿责任。市民吴女
士无奈起诉至钟楼区人民法院。
近日，法院经过调查，认为被告是
狗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今年 6 月 1 日儿童节，市民吴
女士带着女儿甜甜回家时，路过钟
楼区某村一幢房屋门前。突然，一
只狗从门口窜出，将甜甜的小腿咬
伤。吴女士当即冲过去赶走了狗，
并找到住在房里的女子严某。严某
用酒精帮甜甜擦拭了受伤处，但却
否认咬伤孩子的狗是自己饲养的
狗。吴女士提出让严某带甜甜去打
针，也遭到严某的拒绝。

吴女士当场拨打110报警。经
民警调处，吴女士先带女儿到医院
接种了狂犬疫苗，花去医疗费约
1500 元。由于严某始终不肯支付
医疗费，吴女士无奈起诉至法院，要
求严某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以及
孩子受惊吓后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和

营养补偿费等。
庭审中，严某表示，事发时她正在

睡觉，狗出现在她家门口，对方就误以
为是她的狗了。严某坚称自己没有养
狗，咬伤甜甜的是只流浪狗。

到底严某是否是咬伤甜甜的狗的
饲养人或管理人呢？法院查明，去年
11 月，严某曾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了
一张狗的图片，并配以文字说明“寻找
爱心主人半卖半送”。这只狗正是咬
伤甜甜的那条狗。

法院认为，一般只有狗的所有权
人才会使用“卖”的词语。另外，严某
在发布这张图片时还居住在别处，搬
家后才发生了狗咬人的事件。如果这
是只流浪狗，如此频繁地与严某发生
联系，与常理不符。法院据此认为，严
某应该是这只狗的饲养人或管理人。
甜甜在儿童节随母亲出行，因被狗咬
伤遭受惊吓，精神上确实受到了损害，
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 500 元。
近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严某支付甜
甜医疗费近1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元。 （吴同品 陈德严 郝立）

孩子被狗咬伤，
真是流浪狗干的？

本报讯 昨天，在武进高新区北
区东庄社区工业园内，一座2600平方
米的室内篮球馆，一群青少年正大汗

淋漓地打着篮球。就在去年，这里还
是一处堆满杂物、积满灰尘的“散乱
污”企业。随着“263”专项行动不断

深化，高新区北区以“散乱
污”企业整治为抓手，持续
促进产业创新转型。

去年，在高新区北区
推进“散乱污”企业（作坊）
集中整治工作中，东庄社
区积极响应，经过前期排
查，发现辖区内有两家较
为严重的铝合金门窗厂。
为此，社区党委书记每周3
次上门督促整改，确保整
顿措施落到实处。经过一
年多的努力，今年 7 月，两
家厂终于全部同意搬迁。

与此同时，社区创新
工作模式，通过农村产权
交易平台公开招租，引进
了 一 家 文 化 体 育 类 企
业。经过重新设计和旧
房改造，这两家较为严重
的铝合金门窗厂如今变
成了篮球场和健身活动
中心。此举不仅破解了

“散乱污”企业转型的难题，也解决了
运动场地资源稀缺的问题。

（小波 邱军荣 马叶星图文报道）

武进高新区北区“散乱污”整治出新招

旧厂房变身篮球馆

本报讯 近日，溧阳市上兴镇
龙峰村村民罗建军向帮助过他的爱
心人士连连道谢：“非常感谢大家在
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谢谢你
们！”同时，他还送上了书写着“雪中
送炭，善德永存”的锦旗。

今年 37 岁的罗建军是一名油
漆匠，与妻子一起照料着身体不好
的父母和上学的孩子，一家五口的
生活重担都压在罗建军身上。今年
年中，为了帮助出事故的两个叔叔，
罗建军家里的积蓄所剩无几。哪知
祸不单行，10 月 6 日，罗建军的父
亲罗小龙在南京鼓楼医院被确诊为
左侧大脑中动脉瘤、脑动静脉畸形
以及蛛网膜下腔出血，需要进行手
术。巨额的治疗费用彻底压垮了这
个家庭。因无力支付医药费，罗小
龙时刻面临着被停药的窘境。无助
的罗建军只得向所在村求助。

“在核实他的情况后，我们立即把
这个求助消息转发至村里的工作咨询
微信群，并发布群公告，希望大家能够
帮帮他。”村会计奚冬云告诉记者，在
群通告发出后没多久，就在村里传开

了，陆续有村民向罗建军伸出了援手。
“起初还闹了个乌龙，因为有些村

民不太会用手机，没看到群公告，所以
误抢了红包。等大家弄明白了事情经
过后，村民们便自发在群里维持秩序：
你刚刚误抢的红包是大家的捐款，麻
烦你再发个红包把钱退出吧；这些都
是救命的钱，大家不要拿错了啊⋯⋯”
一个个备注为“罗建军”的红包接连出
现在群里，误抢了红包的村民们以最
快的速度把钱退还，有的还在群里留
言：“没看到群公告，误抢了红包，马上
就退！”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还特
意找家人代发捐款，还有部分村民私
下把捐款发给了奚冬云。

“我把群里的红包统计了一遍，那
些被误拿的红包一分不少全部被退了回
来。”奚冬云感慨地说，第二天一早，村民
们就开始了第二轮爱心捐款，仅仅两天
时间，村民自发捐款就达5000多元。

罗建军告诉记者：“尽管这些捐款
相对我父亲的巨额治疗费来说还相差
甚远，但是大家给予我的帮助，让我有
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我会牢记在心，感
谢大家的帮助。”（小波 蒋凡 孙丹）

溧阳市上兴镇龙峰村村民

自发捐款救助患病村民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武进交警
部门获悉，即日起，交警将全面对辖
区内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及开车时
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进行
电子警察抓拍和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
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
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
驶的行为。驾驶人在驾车过程中通
过手持方式操作移动电话通话或者
收发短信、观看手机视频、操作手机
软件等情形的，均属于驾驶机动车
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
对于抓拍到的此类违法行为将处以
罚款50元、记2分的处罚。

“开车使用手机的危害非常大，
很多驾驶员朋友还不以为然，开车
使用手机会分散驾驶员注意力、影
响视线、阻碍驾驶。”民警告诉记者，
看一眼手机，低头需要 0.6 秒，抬头
0.9 秒，就算信息只有一行字，看清
楚也需要 1.5 秒，如果司机的时速

是60公里，这3秒已经盲开了50米。
相关研究发现，开车看手机导致

事故的风险是正常驾驶情况下的 23
倍，其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应急反应
甚至慢于酒驾。

此外，安全带对车内人员的防护
是至关重要的，发生事故时能够有效
防止驾、乘人员被抛出车外，并减缓车
内人员的碰撞速度，安全带的使用可
有效减少事故中车内人员的受伤害率
和死亡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行驶
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
安全带。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时，驾
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罚款 50
元、记 2 分。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
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
规定使用安全带的罚款50元。

下一步，武进交警部门将继续强
化道路管理，进一步规范通行秩序，为
所有道路交通参与者营造一个文明有
序的出行环境。 （小波 武公）

武进电子警察将开始抓拍处罚——

开车打电话 不系安全带

本报讯 每个人排遣压力的方
式不同，有人选择大哭一场，有人选
择暴饮暴食，还有人选择睡一觉，丁
某面对生活带来的压力，竟选择盗
窃电瓶获取慰藉。

10 月 9 日，新北区魏村派出所
接到市民周先生报警，称其停在路
边的宝丽牌 10T 叉车的两只电瓶
被偷。没多久，该所又接到报警，在
相同的时间段，停在路边的叉车的
电瓶也被偷了。

民警循线追查后发现：一对男
女结伴而行，一人作案，一人望风，配

合默契。通过大量分析，民警断定辖区
相继发生的叉车电瓶被盗案都是这对

“雌雄大盗”所为。10月24日，民警将
“雌雄大盗”双双擒获，从其家中收缴出
作案工具以及还没来得及销赃的电瓶。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系同居
关系，因生活拮据，两人铤而走险，用
盗窃所得来补贴家用。丁某先后作案
4 起，其中两起由同居女友李某共同
参与，涉案价值约2000余元。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童华岗 丁文平 姚好）

你偷车我望风
“夫妻”盗贼落网

本报讯 辱骂他人，对他人进行
人身攻击，还在车厢内随地小便，近
日，一名旅客醉酒乘坐火车时失控、
失态，最终被南京铁路公安处行政拘
留五日。

10 月 24 日凌晨 2 点 30 分，由石
家庄开往上海的 K233 次列车行驶到
徐州至南京区间时，乘警接到15号车
厢列车员报警求助，称一名醉酒旅客
在11号车厢连接处随地小便，还不听
劝阻辱骂工作人员。

接报后，乘警立即赶到该车厢。
醉酒男子孟某刚在 11 号车厢连接处
方便完，乘警上前表明身份，要求其出
示车票及相关证件。不曾想，酒劲上
头的孟某丝毫不买账，直嚷嚷：“给我
开门，给我酒，不然我要在车厢继续撒
尿。”几经劝阻未果，孟某被强制带离，
途中他又奋力挣脱跑到 2 号车厢坐在
旅客铺位上喧哗，还不停辱骂周围旅
客，并用胳膊捆住了一名旅客的脖子，
扬言要弄死对方。见其言行举止逐渐
失控，乘警对其进行警告后，果断将其
制服。

当天凌晨 5 点 27 分，列车到达常
州站，乘警将孟某移交给常州火车站
派出所。孟某酒醒后，矢口否认辱骂
乘警、列车员和对其他旅客进行人身
攻击的事实，只说自己喝断片了，什么
都不记得了。

41 岁的孟某是河南人。因为 10
月 20 日到南京找工作没找到，就于
10 月 23 日坐火车回郑州。可回到郑
州后，因为没找到工作和老婆大吵一
架。心情郁闷的他就在小店买了瓶二
锅头，坐车回南京，结果喝断片了。经
查，孟某已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
六条第（四）项，被我市铁路警方处以
行政拘留五日。 （童华岗 徐蕴涵）

醉酒坐车失态
被处行政拘留

本报讯 近日，天宁公安分局雕
庄派出所抓获一名涉嫌盗窃树木的老
人。老人年近六旬，他偷松树并不是为
了卖钱，而是看那棵树长得又矮又小，
觉得可怜，便想带回家好好“照顾”。

李某家住雕庄，虽然年近六旬，但
平日里闲不住，喜欢摆弄花花草草。
10 月中旬的一天，李某散步到雕庄清
园文化陈列馆门口，发现了一棵长势
不好的松树。李某作为爱树之人，十
分心疼。回家后，李某对这棵树始终
念念不忘，心里一直放不下，总觉得应
该把树带回家好好“照顾”。于是，第
二天，他骑着三轮车来到陈列馆门口，
将这棵松树连根拔起，连夜种在了自
家门口。

10 月 19 日上午，雕庄派出所接
到陈列馆工作人员的报警，称文化馆
门口的一棵松树被人偷了，这棵松树
是前两天刚种下的价值 6000 元的五
针松。雕庄派出所对此立案侦查后，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李某，并于 10
月20日晚将其抓获归案。

经审查，李某交代了自己盗窃树
木的犯罪事实，并对其行为后悔不
已。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警方
刑事拘留。 （吴同品 莫国强）

看松树长势可怜
老人偷回家“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