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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快递未保价，丢失后就只能
赔偿 3 倍邮费？昨天，在处理了一起快
递纠纷后，新北消协发布消费警示：快递
简单填单会吃大亏。

上个月，吕先生通过新北区薛家一
快递公司邮寄了一件价值 1050 元的物
品到广州，后该物品在运输途中遗失。
快递公司以该商品未保价为理由，仅同
意赔偿 3 倍邮费。吕先生无法接受，向
新北区消费者协会薛家分会求助。

消协人士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在
于快递包裹遗失是否适用《邮政法》的 3
倍邮费赔偿限额规定。的确，《邮政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邮政企业对未保价的
给据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按
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
所收取资费的3倍。”但《邮政法》第八十
四条又规定：“邮政企业，指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及其提供邮政服务的全资企业、

控股企业。”可见，民办快递公司不属于
《邮政法》规定的邮政企业，因此不适用
3 倍邮费限额赔偿规定。而且，根据《合
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
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
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
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该
快递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包裹遗
失，吕先生可以向快递公司要求赔偿其
实际损失。目前，经协调，吕先生已和快
递公司就赔偿事宜达成了一致。

近两个月来，新北区消协受理了多
起快递纠纷，多为贵重物品在快递中损
坏或丢失，因为没有保价，快递公司只愿
按3倍邮费进行赔偿。快递保价问题一
直困扰着很多寄件人，若保价，消费者感
觉费用太高；如果选择不保价，一旦快递
物品出现问题，维权赔偿又很难。

消协人士表示，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很多寄件人对快递单不太在乎，填写得
比较随意。但在法律上，这份单据就是
寄件人和快递公司订立的书面“运输合
同”。如果快递单上不能显示货物的价
值信息，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寄件人就需另外举证证明货物价值。如
果事先双方没有一个书面的约定证明，
寄件人想证明物品价值会非常困难。因
此，寄件人在填写快递单据时最好详细
填写物品的名称、品牌及数量，并将物品
交由快递公司查验后再打包寄出。如果
快递公司将自己的赔偿责任限额设定为
远远低于物品的实际价值，则有违《合同
法》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如何有效避免此类纠纷，新北消协
为消费者支了几招：

选择规范的快递公司。尽可能选择信
誉好、服务好、经营规范、证照齐全的快递
公司。寄递之前最好查看快递公司的营业

执照，同时约定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解
决办法，以免事后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详细填写快递单，表明物品价值。
与快递公司签订规范的《快递递送合同》
或《运输合同》、《委托合同》，尽量明确双
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仔细查看托运单的填写是否全面、
清晰，是否包括货物名称、数量、价值、到
货日期、运输方式、取货方式、收货人以
及联系方式等。注意阅读运单背面条
款，并清楚填写运单，尤其是托运物品的
名称、数量。

先验后签，保障自身权益。消费者
寄递贵重物品时，要及时与收件人沟
通，提醒对方在收货时先验货后签字。
一旦发现货物有问题，收集好索赔证据
后，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如发现物品丢
损，尽量与投递员书面确认丢失情况，保
存证据。 （丁宏 庄奕13861028908）

新北消协发布消费警示：

快递简单填单会吃大亏

8月 18 日，有微信网友在本地网
站论坛爆料：武进区西太湖揽月湾景
区的米兰游艇会让员工用洗衣粉和
洗洁精清洗水灾中被湖水浸泡过的
饮料，洗干净后当成正常饮料上架贩
售。该网友还贴出了多张员工清洗
饮料的图片，短短一天，这一帖子点
击率就超过了 1.4 万次，引起众多网
民关注。

8 月 19 日中午，记者来到米兰游
艇会，负责人周杰接受了采访。“6 月
25 日整个西太湖开始拉警戒线，一

直到现在，我们已经快停业 2 个月
了，问题饮料怎么可能上架贩售。”
周杰称，网帖出来后，他立即进行了
调查。原来，7 月初，米兰游艇会曾
经用过 5 名附近一所学校的暑期工，
大概在 8 月初，公司负责人让学生清
理一间遭湖水浸泡的木屋，有几名
学生觉得整箱被浸泡的饮料扔掉太
可惜，就在工作时顺便清洗后准备
带回去自己喝，但被员工发现后制
止，“那批饮料大概六七十瓶，已经
全部被扔掉了。”

至于清洗饮料瓶的图片，其实是员
工当天拍摄的一组工作照中的几张，因
为发在工作群里，员工和暑期工都可以
看到，但被别有用心的人挑出来做成了
曝光帖。周杰还表示，米兰游艇会是会
员制场所，入会门槛较高，对会员免费提
供各种饮料。“给会员喝这种饮料，我们
不是自己砸自己牌子嘛！”

8 月 19 日上午，武进区食安办执
法人员来到游艇会调查，初步结果为
未在游艇会发现有泡水饮料上架销售
的情况。 童华岗

真相：水灾后至今未营业，饮料已全部处理

米兰游艇会出售泡水饮料？

本报讯 8 月 28 日下午，暂住钟
楼区邹区镇的徐州邳县男子孔某，匆
匆来到离家不远的西林街道街北村一
出租屋“看病”，哪知，挂上盐水后，孔
某就感到身体不适，被救护车送医院，
但最终无力回天。当晚，这一黑诊所
就被公安、卫生等部门取缔。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事发的街北
村东岱99号边的一间老式平房，门外
没有任何诊所的标志或小广告，甚至
在出事前，一些村民和出租户都不知
道这里是“诊所”。透过窗户可以看
到，室内有一张床，屋内散落着一些一
次性纸杯和几个空的生理盐水瓶。当
地村民告诉记者，“医生”是个40多岁
的中年男子，听说以前在大医院工作，
其妻是护士。租下 95 号这间小屋帮
人看病不过两三年，且一般来看病的
都是老乡，“业务”并不对外宣扬。

据知情人士透露，孔某刚从老家
来常州打工，28 日下午 1 点多，因为
胸口痛到该“诊所”看病。挂水途中，

孔某觉得身体不适加重，“医生”遂拨
打 120 叫来救护车。不幸的是，孔某
最终仍因抢救无效死亡。

据目击者介绍，当天傍晚，公安、
卫生等部门联手取缔该黑诊所时，仍
有病人赶来“就诊”。据了解，在西林
街道，类似的黑诊所不止这一家，这些
黑诊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张
扬、靠老乡。所谓不张扬，就是不同于
以往黑诊所在门口挂“诊所”、“看病”
的小牌子，从外表看完全就是普通民
宅。靠老乡，就是病人基本都是在周
边打工的老乡或老乡介绍来的朋友，
基本不帮本地人或非老乡的外地人看
病。也正因为如此，黑诊所逃避打击
能力强。

记者从钟楼区卫生与计生局了解
到，28 日下午，钟楼区卫生监督所接
到钟楼公安分局西林派出所来电，反
映在西林街道东岱发生行医（挂水）致
人死亡，钟楼区卫生监督所立即派出
监督员 3 人前往现场调查。经查，刘

某某，男，40 岁，安徽人。据刘某某供
述，8月28日下午1点左右，一名五十多
岁男子到其出租屋看病，就诊患者口述
胸口有点疼，他诊断为心绞痛，配生理盐
水、香丹注射液进行输液，一瓶盐水快挂
完时，就诊者出现全身抽搐症状，他拨打
了 110 和 120 电话，随即就诊者被送往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该患者经抢
救无效后死亡。执法人员在现场未查见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刘某某未能提
供《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
现场操作台内查见氯化钠注射液、注射
用氯霉素、香丹注射液，一次性注射器，
输液皮条等药品及医疗器械，还有部分
已使用过的注射液空瓶。该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前未接到关于该出租屋开展
诊疗活动的投诉举报信息。该局认为，
刘某某在未持有法定资质的情况下，从
事涉嫌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行为违反了

《刑法》第 336 条第 1 款之规定，目前该
局正与钟楼公安分局办理相关移交手
续。 （童华岗 13813585755）

在执法部门取缔时仍有病人“路过”

一中年男子在黑诊所挂水后身亡

本报讯 车上病人突然口鼻出
血，溧阳的哥易怀彬飞速赶到医院，
帮忙将其送进抢救室。情急之下，
他的车子多处被刮伤。

8月26日中午12时许，牌号为
苏 D／J922B 出租车的哥易怀彬在
溧阳市人民医院门口接到一对中年
夫妇，说要去埭头，女的看上去弱不
禁风，像是刚出院。当车开到城东大
道时，后座的中年男子突然嚎啕大
哭，受到惊吓的易怀彬看了下后视
镜，只见中年妇女在她丈夫的怀里直
抽搐，鼻子和嘴里往外冒血，眼睛睁
得很大。易怀彬立即调头回医院。

一路上，中年男子一直哭喊着：
“师傅，快救救我老婆，快救救她
呀！”易怀彬一边踩油门，一边安慰
他：“快到了，快到了，一定会没事
的！”一路风驰电掣，易怀彬以最快
的速度开到了人民医院门口，却被
一辆打着双跳灯的私家车挡了道。

心急如焚的易怀彬使劲按了两
下喇叭，见对方不理，便下车找私家
车主，得知车上有急救病人，对方立
即让出了道。易怀彬右转弯进医
院，因太着急，车子被停在路边的三
轮电动车刮得“嗞嗞”响，他顾不上
查看，到了医院急救大厅门口，跑下
车就冲进去向医生求助，并帮忙将
中年妇女抬上担架送进了抢救室。
经诊断，女子是突发脑出血，因抢救
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告诉
易怀彬，要是再晚一分钟，估计就救
不过来了。

据了解，该女子因脑出血一直
住院治疗，因家里经济压力大，感觉
病情稍微好转，就不听医生的劝告，
当天放弃治疗提前出院。

事后，易怀彬一直都没有对人
提起这件事，直到昨天同事问他车
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刮痕，他才说了
出来。 （芮伟芬 葛文俊）

乘客突然脑出血，晚到１分钟就没命

乘客口鼻出血
的哥飞速救命

本报讯 近日，为逃出传销窝
点，小伙多次在钞票上写上“救命”、

“110”等字，从顶楼将钱撒下。钱
上的字引起了楼下老太的注意，她
告知居委会工作人员后报警，民警
成功将小伙解救。

8 月 23 日，家住兰陵的徐老太
在小区散步时，突然在地上发现一
张五十元现金。捡起来后，她发现
上面写了“救命”“110”等字样。徐
老太以为是小孩的恶作剧，就把钱
先收了起来。没想到第二天，她又
在附近地上发现了一个小纸包，打
开一看，纸包内有一百多元现金和
一张身份证，钞票上依然写着“救
我、传销、顶楼”等。这下，徐老太觉
得不对劲了，便带着这两天捡到的
钱和身份证到了小区居委会，在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报了警。

天宁公安分局兰陵派出所民警
接警后，很快在徐老太家顶楼的
602 室，找到了撒钱的小伙小冯。
原来，小冯正被传销人员困于此处。

据了解，8 月 19 日，小冯被同
学以介绍女朋友的名义，骗至该传
销窝点。被关押后，小冯曾想尽各
种办法脱困，但都没有成功，最后想
到了撒钱求助。幸好传销人员并没
有把小冯的钱全部收走，小冯偷偷
用平时给他“上课”用的记号笔，在
纸币上写下求救信息，先后往楼下
扔了七八百元，但一直没人来救他，
几乎绝望。看到民警前来，小冯激
动得痛哭流涕。

事后，小冯托民警对徐老太转达
了谢意。目前，民警已将小冯送回了
家，3名传销头目已被警方刑拘。

（吴同品18351218505 白云明）

天降钞票雨
竟是“救命”钱

本报讯 看好孩子，来不得一丝丝
马虎，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金坛一名
15 个月的女孩不幸惨死在爸爸的车轮
下。目前，孩子的家人正在为孩子办理
后事，爸爸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将面临
进一步处置。

8 月 27 日上午 9 点 40 分左右，金坛
人徐某载着岳母和女儿来到金坛华达名
都小区的亲戚家，准备接亲戚一起去饭
店吃饭。当时，徐某将汽车横停在车库
外的停车位上，几个人带着孩子在亲戚
家的车库内闲聊了一会，随后收拾东西
准备去饭店。

徐某前去倒车，徐某岳母抱着外孙
女走到车库外，准备等倒好车后上车，徐
某的亲戚在车库内收拾东西。徐某岳母
看到还有一张板凳在车库外，便放下外
孙女，将板凳送到车库去。

等她回转身来，发现孩子不见后，赶
紧四下去找，结果发现外孙女倒在了汽
车下面。老人尖叫着赶紧叫女婿停车救
孩子，徐某也意识到自己倒车时撞到了
东西，赶紧下车，将女儿从车底下拉了出
来，可女儿满头是血，呼吸微弱。徐某赶
紧拨打120急救。

民警也赶到了现场。可是因受伤较
重，孩子不幸身亡。

（芮伟芬13961158906）

一眨眼，孩子来到车后——

父亲倒车，
不幸碾死１５个月大女儿

本报讯 8月28日下午5时许，
溧阳市昆仑转盘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
故，一辆电动三轮车在转弯时与出租
车发生碰撞，三轮车上的2名男子重
重倒地，又被三轮车砸压，不幸身亡。

事发时，两车均沿 239 省道由
东向西行驶，出租车在前，在路口遇
红灯等待，电动三轮车在后，在非机
动车上行驶。绿灯亮时，出租车随
即起步右转，结果右前侧刚好碰上
了驶来的三轮车左后侧，三轮车随
即发生侧翻，车上 2 名男子重重倒
地并向前滑行。不巧的是，侧翻处
在路口，路边人行道板高出路面，将
2 名男子挡住，而三轮车向前翻滚，

遇人行道板受阻，在空中翻了一个
身，重重砸向地面，刚好砸在倒地的
2 人身上。受倒地撞击及三轮车重
砸等影响，2人不幸当场身亡。

据了解，电动车上的 2 人是同
村邻居，均58岁，在同一工地打工，
事发时下班回家。交警勘查现场，
发现2人都未戴头盔。

交警部门提醒，虽然交通法规
对非机动车骑行者戴头盔未有硬性
规定，但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建议
最好能戴。特别是电动车的车速较
快，一旦发生撞击倒地，头部往往重
重着地，头盔可起一定的保护作
用。 （芮伟芬 张亮）

若戴了头盔，后果也许不致如此惨烈

电动三轮车侧翻
２人倒地身亡

本报讯 只因在茶室打牌输了
钱，小伙杨某就伙同他人两次将该
茶室打砸成一片狼藉。8 月 26 日，
常州经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寻衅
滋事罪对3人提起公诉。

杨某、潘某、汪某均为安徽人，
初中毕业后到我市打工。今年 1 月
11 日，杨某约汪某喝酒聊天，说起
数月前在“来洪茶室”打牌输钱的
事，心中不免窝火。年轻气盛的杨
某、汪某越想越不甘心，二人借着酒

劲决定去把茶室砸了，以泄愤懑情
绪。随后，他们手持一米多长的砍
刀来到茶室，赶跑茶客后，将茶室门
窗、玻璃、麻将机砸了个遍。

事后，杨某并未就此罢手，2 月
10 日，他再次伙同潘某等人来到

“来洪茶室”及附近几个茶室进行打
砸，并对茶室老板娘狠狠扇了几个
巴掌，随后扬长而去。

案发后，杨某、潘某及汪某如实供
述了犯罪事实。 （童华岗 陈文超）

打牌输了钱 两次砸茶室

本报讯 8 月 25 日，因偷了 3
条狗，54 岁的陈某被新北法院判处
拘役 2 个月。他自述的偷狗秘诀，
令人不寒而栗。

陈某家住新北区，去年11月至
12 月间，他先后 3 次在孟河窃得家
养狗 3 条，都被他杀害后卖给餐馆
或村民，得款610元。他说，他偷狗
不用毒针，就靠自己的脚：每次靠近
狗，就把脚给狗闻，因为经常杀狗，

他的脚上有狗腥气，狗闻后就吓得
不会再叫了。他就把狗绳解开，将
狗装进蛇皮袋带走。

说到 自 己 的 偷 狗 理 由 ，陈 某
称，因为老婆生病需要钱。而事
实上，他曾因盗窃被判过刑，2010
年还因偷鸡被行政拘留 15 天。虽
然此次偷狗后所得赃款不多，但
因连续 3 次作案，仍被认定构成盗
窃罪。 （芮伟芬 王芳）

偷狗靠伸脚，盗狗犯自述——

时常杀狗，脚上有狗腥味

本报讯 8 月 28 日，武进警方接到
举报，微信号昵称“CZ炫哥”在自己所在
单位微信群里发表涉恐谣言。目前，警
方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迅速处置，将违
法行为人朱某依法行政拘留。

朱某是常州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
人，自己还在家开了网店。8 月 25 日，
朱某在本单位的微信工友群里发表虚假
涉恐信息。接到举报后，武进警方立即
展开侦查，调查核实信息中所涉内容纯
属虚构，并锁定违法行为人朱某。8 月
27 日，武进警方将朱某抓获。经审讯，
朱某对其在朋友圈上虚构事实，散布谣
言一事供认不讳，称因为其开的网店销
售渠道近来不是很畅，心中有些不快才
发这种信息的。朱某对自己的所做所为
表示悔过，警方依法对朱某处以行政拘
留3天的处罚。

警方提醒，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网
络社会是法治社会，编造传播网络谣言
扰乱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影响社会和谐
稳定，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查处，构成犯
罪的将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警方呼吁广大网民，文明上网、理
性上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做知
法、懂法、守法的好市民。对于自己的知
识不足以分辨的谣言，要多方求证，综合
判断，多关注官方发布的消息和权威媒
体的报道，不要以偏概全，偏听偏信，被
虚假信息所误导。

（小波 13337898169 武公）

微信群里发谣言
被行政拘留３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