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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毗 陵陵 ·· 警示警示
记者昨天获悉，2019 年全市消协

组 织 共 受 理 床 垫 类 投 诉 95 件 ，较
2018 年的 47 件增加 102.13%。投诉
主要涉及“宣传和夸大治疗功能，旅游
途中推销，网购货不对板”几大问题。
其中，质量问题主要在以次充好、异味
太大影响正常使用等情形。

市消保委公布了几个典型案例：
老人痴迷保健床垫：去年底，消

费者刘女士投诉飞龙路一家健身生
活馆，起因是该生活馆以免费体验
及送鸡蛋为由吸引其母亲，最终，其
母花 2 万元购买了一款可“包治百
病”的床垫。刘女士要求退货，母亲
却坚持不肯。执意退货会影响母女
感情，可不退又心有不甘，刘女士左
右为难。

旅游购床垫，退货“肠梗阻”：去年
上半年，黄先生的母亲参加了怀德路
一家旅行社安排的镇江一日游，期间，
旅行社工作人员向其母推销了一款 1
万多元、能治疗“三高和关节腰椎病”
的按摩床垫。旅游结束后，收到床垫

的黄先生立即联系旅行社要求退货，
被拒绝后向消协投诉。经协调，商家
全额退货。

私自出售送修床垫：去年 11 月，
范女士到溧阳一家居用品店送修一张
插座电线接触不良的床垫，范女士认
为维修插头收费肯定不贵，没问价格
就匆忙离开。几天后，商家打电话让

其交纳650元维修费。范女士觉得对
方“狮子大开口”，表示会和总部联系
确认维修价格。范女士因工作忙，临
近年底才找商家理论，哪知，商家竟称
已将床垫当废品卖掉了。后经消协调
解，商家重新提供一张同品牌的床垫，
同时免收了维修费。

廉价床垫致定金难退：去年10月
初，钱先生在溧阳一建材市场参加活
动交了 1000 元定金，11 月底在该市
场买了一张价格为900元的床垫。市
场称所购商品价格低于定金，不予退
还定金结余部分，建议钱先生购买价
格更高的床垫。钱先生认为交纳定金
时，商家并未明示所购商品价格必须
高于定金，商家如此行径属于强制消
费。后经消协介入协调，商家同意退
还100元。

网购床垫货不对板：去年 9 月，黑
龙江的于先生在电商平台选购了一家
武进区商家出售的折叠床垫，折后价
358 元。于先生看评论区好评如潮，
同时有消费者晒出照片，显示床垫是
海绵材质。可他收到的床垫却十分坚
硬，与评论区里说的大相径庭。他找
商家质问材质为什么从海绵变成了泡

沫，客服一直未正面回复。后经消协介
入协调，商家退还了一半购物款。

床垫标准缩水：去年初，刘女士花
3500 元在天宁区一家居市场买了一张
床垫，商家承诺床垫为 9 厘米，其中 2 厘
米为乳胶，7 厘米是山棕。刘女士收到
货后，明显感觉厚度不够，她将床垫边上
的拉链打开，测量后发现床垫填充物乳
胶虽有 2 厘米，但山棕缩水至 5 厘米，与
实际宣传不符。经消协介入，商家同意
退货。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近
年来，“睡眠经济”悄然兴起，各类保健床
垫层出不穷，且都扛起了“高科技”“人体
工学”的大旗，打出了“保健协会”“医院
专家”的名号。这类床垫的价格动辄上
万元。市消保委提醒消费者，购买时，需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商品的实际功
能理性选购，别被一些概念左右。根据
我国相关法律，除保健食品外，不存在什
么保健器械的法律称谓，所有打着“保
健”旗号宣传治疗功能的行为都是违法
行为。参加低价旅游团时，尽量不要在
途中购买大件商品，一旦出现问题，旅行
社可能会把皮球踢给景区的流动展销
点，当准备介入协调时，被诉方可能早就
联系不上，维权将陷入被动。

消费者选购时需要特别注意以下
三点：

一是要了解产品性能。在选择时，
一定要看清产品说明书，全面了解产品
作用、注意事项和禁忌等信息，按照自己
的实际需求选购，不要盲目选择。

二是要看清产品标识。无论是什么
床垫，应该都有产品标识，如产品名称、
注册商标、制造公司名称、商品条形码、
合格证明等。消费者千万不要贪图小便
宜，购买那些无厂名厂址等标识的假冒
伪劣产品。

三是要留存采购凭证。选购商品时
要留意其售后服务，与商家谈好售后服
务条款，如退换方式、保修期限等，并保
留好相关票据或聊天记录等，一旦出现
纠纷，可作为证据进行佐证。

肖谐 庄奕

市消保委提醒：老年人谨慎选购保健床垫

小小床垫消费纠纷五花八门

“感谢李班长守护业主的平安，默
默地带领同班伙伴们护送我女儿就
医。我代表全家真诚地感谢新城物
业，为保安们的助人为乐精神点赞。”
近日，湖塘镇新城南都小区的业主叶
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表达他对新城
南都 1区保安班长李文银和同事们的
谢意。

叶先生今年已80多岁，他和老伴
的生活起居都靠女儿刘女士照顾。刘
女士患有先天性慢性疾病，平时要定
期去医院检查和治疗。疫情期间，刘
女士旧病复发，全身关节僵硬疼痛，连
路都走不了。她家所在的楼幢没有电
梯，虽然住在二楼，但要独自下到一楼
仍然十分艰难。无奈之下，3 月初，刘
女士向南都社区求助。

“第一次去他们家，见到刘女士
时，我吓了一跳。”李文银说，“她以前
是长发，梳一条长辫子。那天我看到

她，剃了个平头，据说是用父亲的剃须
刀自己剃的。”家里也是很长时间没有
打理的，桌子上放满了方便食品。

那天，刘女士急着去医院就诊，勉
强从床上爬了起来。“老弟，麻烦你啦，
帮我把轮椅拿到一楼吧。”说着，她颤
巍巍地走向大门。急性子的李文银看
不下去了，“来吧，还是我背你下楼
吧。”说完，李文银就背起了刘女士。
到了楼下，他把刘女士扶上轮椅，一直
推到小区门口，等出租车来了再把她
扶上车。临走时，李文银还一再叮嘱
刘女士回来前通知一下，他可以去接
她回家。

刘女士几乎每天都要去医院，要
么一大早去常州二院阳湖院区做检
查，要么下午去常州二院做理疗。李
文银每天管接管送，碰到自己休息，就
让同事帮忙，一下便坚持了半个多
月。有好几次，刘女士过意不去，在微

信上给李文银发红包表示感谢，他都没
有收。让李文银感动的是，有一次上门
接送正是早餐时间，刘女士年迈的老母
亲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一顿早餐。“老人
煮了一锅小米粥、一锅白煮蛋，还烧了一
个鸡蛋炒青菜。”李文银后来才知道，老
人不会烧菜做饭，那次的超高“待遇”是
她的一片心意。临走时，老人还在他口
袋里塞了好几个鸡蛋。

几天下来，李文银和刘女士一家成
了朋友。李文银有空时，就会去刘女士
家陪两位老人聊天，还帮他们采购生活
用品。“作为小区保安，业主有困难，必须
伸出援手。”李文银说得很淡然。

据了解，南都社区、新城物业相关负
责人都对李文银赞不绝口。2018年，李
文银和同事晚上在车库巡逻时抓获一个
小偷，避免了业主的财产损失。当年，李
文银和同事被授予“武进区见义勇为积
极分子”称号。 小波 俞兢

业主旧病复发无法下楼

保安连续半个月背她上下楼

本报讯 深夜偷倒垃圾，偷倒者
驾驶的是无牌无证农用车，就在案件
陷入僵局时，一晃而过的一辆小轿车
成为破案关键。日前，经开区公安分
局交警大队综合运用轨迹排摸、监巡
分析等数据赋能，10 小时内成功查获
乱倒垃圾的违法嫌疑人。

3月9日早晨，经开区潞城城管中
队在巡查中发现辖区富民路一侧出现
大量偷倒的建筑垃圾。经勘查，大致
锁定违法嫌疑人作案时间为当天凌
晨，系一辆货车所为。由于案发地周
边视频设备像素不高，无法看清车辆
号牌，遂请交警部门协查。

交警大队接报后，借助高清视频
对案发地及周边主次干道进行巡查，
确定作案车辆是一辆无号牌的农用
车。3 月 9 日凌晨 1 时许，该车在富民
路及其周边的龙锦路、兴东路上反复

绕圈行驶，1 时 24 分，将满车垃圾倾
倒在富民路案发地后迅速驶离。

虽然锁定了偷倒车辆，但由于该
车无号牌，案件一时陷入僵局。民警
反复甄别该车行驶轨迹后，终于有了
发现：在该车深夜绕圈寻找作案地点
的过程中，前方两次出现一辆本地号
牌的黑色东风日产牌轿车，尽管一闪
而过，号牌仍清晰可见。民警随即扩
大监巡范围，果然在距离案发地 6 公
里外的青洋路也发现类似情景，由此
初步断定，黑色东风日产牌轿车极可

能是为偷倒车辆打前站的同伙驾驶。仔
细查阅该车违法信息并结合图像比对
后，民警成功锁定嫌疑人为35岁的盐城
人潘某。

潞城城管中队根据交警提供的线索
联系上了潘某，告知偷倒建筑垃圾行为
的严重后果。迫于强大的政策攻势和法
律的威严，3 月 11 日，潘某主动投案。
根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五十一条，潘某须限期清理建筑
垃圾，并被处罚款5000元。

（俞小平 芮伟芬 童华岗）

一晃而过的轿车露马脚

凌晨，谁在偷倒垃圾？

本报讯 一男子将机场视为“聚
宝盆”，疫情期间开着私家车每天数次
来揽客。3 月 19 日，该男子被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依法查处。

近期，交通执法支队新北大队接
到市民投诉，称有一辆黑色小轿车在
机场地区非法营运，但车牌号只记得
其中 3 位。为有效排查嫌疑车辆，执
法人员主动联系机场安保部门，仔细
调看了两周内车辆监控记录，最终锁
定一辆车牌相似的本地车辆。该车平
均每天出入机场 4 次，不符合常理。

该车驾驶员有时会出现在机场出站
口，存在拉客嫌疑。

3 月 19 日上午，执法人员联合机
场交警将该车抓了个现行。当天，驾
驶员方某在机场出站口主动招揽一名
男乘客，开出100元车费，驶出机场停

车场不久，就被执法人员查获。面对执
法检查，方某曾一度不愿配合制作笔录
材料，但在证据面前，最终还是承认了自
己的违法事实。交通执法部门将依法对
其作出行政处罚。

（童华岗 戴群立 周鑫明）

平均每天出入机场4次

跑机场的“黑车”栽了

本报讯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
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
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近
日，市消协在调解了一起线下消费
纠纷后，再次提醒消费者：“7 天无
理由退货”适用于线上购物。

今年春节前，山东的陈小姐和
男友到常州游玩，男友瞒着陈小姐，
在环球港附近一家珠宝店花 6000
元为她买了一条黄金项链。可陈小
姐对这条项链的款式并不满意，于
是，两人找到商家要求退货。商家
表示，线下不同于线上，非质量问题
不享受无理由退货，只可以在店内
选换其他款式。可陈小姐看了一

圈，店内所有款式她都不喜欢，坚持
要求退货。双方协商无果，陈小姐
返回山东后，向我市消协投诉。

消协介入调解后，双方达成一
致：陈小姐退货，商家扣除手续费后
退还5700元。

常州市消保委提醒，根据《江苏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八条规
定，经营者向消费者作出许诺的，其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与许诺相一
致，许诺应当作为约定的内容。目
前，有部分线下企业作出 7 日内无
理由退货承诺，当消费者在作出 7
日内无理由退货承诺的线下实体店
购物要求退货被拒时，消协将按照
规定要求商家兑现承诺，履行约定，
承担退货义务。 （肖谐 庄奕）

消协介入协调，退得5700元

线下6000元买项链
也想无理由退货

本报讯 因疫情而暂时停摆的
餐饮服务业陆续恢复营业，一些人
开始熬不住，喝了酒仍壮着胆子开
车。3 月 20 日起，全市公安交警部
门组织开展夜查，3 天共查处酒驾
醉驾违法行为70余起，其他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1000余起。

交警部门围绕居民区、恢复营
业的餐饮娱乐场所、城乡接合部周
边道路以及事故易发地段重点开展
查处。3 月 22 日晚 8 点半左右，钟
楼交警部门在邹区镇岳津东路名城
花苑设卡，金某驾驶苏 D/E×××
S 小型轿车由南向北驶来，被交警
拦停。经现场呼气测试，其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 65 毫克/100 毫升，涉
嫌酒后驾车。当晚 7 时 19 分许，莫

某酒后驾驶苏 D/6×××5 小轿车
在常焦线被查获，呼气测试结果为
45毫克/100毫升，涉嫌酒驾。

据这些被查获的驾驶员交代，
因为疫情，过年期间亲友聚会被取
消，困守家中十分憋闷，最近疫情向
好，饭店陆续开业，被禁锢的热情释
放出来。加上认为疫情尚未全部消
除，人们普遍戴着口罩，交警应该不
会查酒驾，更不会“冒险”让吹气测
试，便壮着胆子小酌一番。

交警部门提醒，最近酒驾、醉驾
等交通违法行为有所抬头。任何时
候，交警部门都不会放松对交通违
法行为的查处，希望广大驾驶员不
要抱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

（焦瑾 芮伟芬）

夜查酒驾醉驾
3天查处70余起

本报讯 一起 4 万元的货款纠
纷，原告在常州武进，被告在新疆吐
鲁番，近日，武进法院利用互联网开
庭，让相隔千里的两家企业在网上
握手言和，受到当事人好评。

不久前，武进法院前黄法庭接
到了一个来自新疆吐鲁番的电话，
对方称收到了武进法院的传票，但
为怎样来开庭而发愁。

法官周运查阅发现，这是一起
货款纠纷：前黄的一家企业与新疆
吐鲁番的这家企业达成了一笔订
单，向对方提供总价为95万元的水
库机械设备，双方签订了合同，注明
了价款、付款时间等信息。但签约
后，吐鲁番企业因为资金周转原因，
有 60 万元左右的货款无法付清。

于是，前黄企业将他们告到了法
院。在立案过程中，吐鲁番企业又
陆续支付了几笔货款，最终剩余 4
万余元尚未结清。

周运分析研判后，及时告知吐
鲁番企业，现在是疫情防控的非常
时期，法院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开
庭。吐鲁番企业负责人放下心来。

“云开庭”当天，法官、书记员和
当事人各方都准时进入开庭界面，
庭审正式开始。吐鲁番企业通过视
频，希望与对方调解。在得知双方
想法后，法官及时与各方沟通，最终
达成调解协议，由吐鲁番企业在本
月底前一次性结清货款、利息等总
计 6 万余元，双方在网上隔空握手
言和。 （小波 庄园）

常州连线吐鲁番
隔空握手言和

本报讯 春光明媚，正是各种
野菜生长的旺季。4 名女子在江边
挖野菜，谁知，江水突然涨潮，4 人
全部被困。接到报警后，常州圩塘
和江阴璜土两地警方合力展开救
援，成功营救。

3 月 22 日下午 3 点多，在常州
与江阴交界的夹江内，4 名女子在
摘马兰时，因涨潮上不了岸而被
困。接到报警后，圩塘派出所民警
与被困人员通过微信“共享位置”先
期到达现场，发现 4 名 50 多岁的女
子正焦急地在芦苇丛中等待，周围
的潮水已将原先的小路淹没，且潮

水涨势依旧不减，如不尽快救援，被
困人员将会有溺水的危险。

民警迅速将皮划艇放下水，携
带救生衣等救援设备，乘船前往人
员被困处。到达芦苇荡后，民警简
单安抚被困人员并为她们穿上救生
装备，接到艇上，与璜土派出所民警
合力将皮划艇拉回岸边。成功脱困
的4人对两地民警表示感谢。

警方提醒，春季汛期来临，这个
季节，市民尽量不要去江边挖野菜，
游玩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遇意外，
第一时间报警，以尽快获救脱险。

（童华岗 俞涛 姚好）

4女子因涨潮被困
两地民警合力救援

3月16日至19日，茶山街道华润国际社区联合华润小学开展了2020年
社会工作宣传周系列活动——“我眼中的社工缩影”绘画作品征集。征集到
的20余幅作品向居民展出。 巢纲 林婕 陈秋萍 童华岗图文报道

本报讯 车主报警，车内财物丢失，
民警一查发现，小偷竟然是开着越野车
来作案的。就在此时，越野车车主也来
报警，称他的车被人偷开过。昨天，奇葩
小偷侯某因涉嫌盗窃他人财物、偷开他
人机动车和无证驾驶，被武进警方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3 月 9 日下午 5 点左右，武进马杭派
出所接到市民王先生报警，称自己停在
湖塘纺织城的车，因为没锁，车里的几百
元现金不见了。民警调阅监控后发现，
嫌疑男子竟然是开着一辆越野车来作案
的。就在当晚，有车主到马杭派出所报
案，称自己的越野车被偷开了。据车主
称，他的车就停在店铺门口，没有锁车
门，车内放了一把备用钥匙。他第二天
去开车时，发现车座位被人调过。过了
一天再次开车时，发现停车位置也变
了。车主立即查阅监控，发现确实有人
偷开了他的车。

民警侦查后发现，偷开越野车的和在
湖塘纺织城作案的是同一人，他将越野车
偷开出去作案，用完后再还回去。3月16
日，民警在采菱家园附近将嫌疑人侯某抓
获。经查，侯某有盗窃前科，通常凌晨或
深夜到纺织城及周边，拉车门作案。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要养成锁车门
的好习惯，别给小偷留可趁之机。

（小波 武公）

奇葩小偷！

偷开越野车作案后
若无其事地还回去

本报讯 近日，兰陵派出所接到辖
区某商场业主王女士报警，称其放在店
铺收银台柜内的手机“不翼而飞”了。民
警接警后赶到现场，调取监控录像发现，
蟊贼居然是该商场的保安陈某。之后，
陈某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据陈某交代，他于 3 月 9 日到该商
场做保安，主要分担日常巡逻和一些杂
活。3 月 10 日晚，他按要求去各商铺放
置老鼠板，走到餐饮区后，见四下无人，
便起了邪念，想看看能不能“找”些值钱
的东西拿去变卖。陈某随手拉开其中一
商户的抽屉就发现了一部手机，沾沾自
喜的他一圈下来，共顺走了两部手机。

下班后，陈某将其盗窃来的手机带
回家中。看着桌上的两部手机，他慢慢
由一开始的得意转为不安。经过思想斗
争，陈某回到商场保安管理处，将偷来的
两部手机交出并投案自首。目前，陈某
因涉嫌盗窃已被行政拘留。

（莫国强 何嫄）

保安上岗1天
“顺”走两部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