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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横山桥人黄亚妹对自己买
的“聚杰”牌四轮电动车颇为满意：时
髦小巧、省钱、大路小路都能开。她因
此多次在朋友圈发图，引来亲朋点
赞。但这种心情没能保持 1 年，开了
大半年后，她的车开始问题频现，一会
是车门窗，一会是车轮胎，最后甚至出
现中控台冒烟。今年 4 月 3 日，在还
有5天、爱车就满“两周岁”时，车子在
行驶中突然起火、烧毁。

买 车
这辆外观酷似奔驰smart系列微

型车的四轮电动车，是位于新北区奔
牛镇的江苏聚杰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本报曾于2013年2月对这种四
轮电动车做过专题报道，其本质是场

（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无法悬挂汽车牌
照，当然也就没有行驶在城乡道路上的
合法身份。但黄亚妹开始并不知道，她
急需一辆上班的代步车，看到认识的朋
友在开这种四轮电动车，就到天宁区郑
陆镇焦溪一家电动车店订购了一辆。

那是 2015 年 4 月 8 日，黄亚妹花
了3万元，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电动
汽车”。“我没有驾驶证，不然就买那种

可以挂汽车牌照的正规电动汽车了。”黄
亚妹的家在横山桥交警中队附近，上班地
点在郑陆镇三河口。因为不敢开快，她单
程都要开半小时左右，号称充一次电可以
行驶120公里的四轮电动车，黄亚妹感觉
只能开 70 公里。“每天回到家就接上电
源，到晚上11点多睡觉时再拔掉。”

问 题
开始，用车还算愉快。大半年下来，

除了一侧车门窗和雨刮器出过问题，没
其他大问题。因为看的、问的人多，黄亚
妹的儿子还曾代理过一段时间这个牌子
的四轮电动车。

2016年9月27日上午，黄亚妹开车
从家里出发，还没驶出百米，车前方突然
发出两声巨响，车子震动厉害，吓坏了的
她立即跳车逃生。惊魂未定的她发现，
车子两个前轮爆开了。车拖到横山桥一
家汽修厂后，工人找到了爆胎的原因：刹
车系统的某一部件摩擦两只轮胎的胎
面，导致轮胎被磨出钢丝，严重受损而炸
胎。黄亚妹立即向厂家售后反映，得到
的答复是轮胎不保修。换上新轮胎后，
2016 年 12 月 17 日，又炸了一只旧胎。
2017 年 1 月 5 日，最后一只旧胎爆开。

她说，为了轮胎的事，前后去厂里好几
次，维修费花了2000余元。

今年年初，黄亚妹在一次开车时发
现，中控台里居然冒出青烟，她把车送回
聚杰公司，工人维修后称问题已经解决。

自 燃
今年 4 月 3 日上午 10 点，黄亚妹开

车去三河口上班，行驶了约1公里后，她
突然闻到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回头一
看，车后座已经烧了起来，挡位附近也有
火苗冒出，黄亚妹不顾一切抓起副驾驶
上的包就开门跳车逃生。多处擦伤的黄
亚妹大呼救命，好在经过的路人较多，大
家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但此时，车尾、
车内已经全部被烧毁。从黄亚妹拍摄的

视频中可以看到，大火很快吞噬了汽车
的后半部分。

4 月 21 日，记者来到事发路段，烧毁
的聚杰四轮电动车仍停放在自燃地不远
处的民房边（如图）。“当时情况紧急，我
就拿了一只包，副驾驶抽屉里的购车全
套资料和一只手机都没来得及拿，全烧
掉了。”

当天，黄亚妹就通知了厂方，几天
后，厂方来人查看了现场。4 月 9 日，厂
方一位姓赵的售后人员微信告知黄亚
妹：公司质保一年，你也是知道的，我也
实在是没办法。此后，厂方再也没有任
何回复。黄亚妹找当初的经销商，经销
商说早已不代理聚杰品牌，让她直接找
厂方。“我被气得不行，3 万元买辆电动
汽车，只能开2年。”黄亚妹说。

厂方说法
4 月 25 日，记者来到江苏聚杰电

动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厂方负责
人杨先生称，2013 年以来，聚杰公司
生产了为数众多的四轮电动车，但厂
方就接到黄亚妹一例电动车自燃的报
告。“导致车辆自燃的因素很多，现在
还不能确定到底是车辆电路问题还是

车内物品引燃。”杨先生说，厂方技术
员去看过现场，但车内烧毁，问题（起
火）点没找到。另一位负责人宋先生
解释说，如果是车辆电路问题引发的
自燃，一般是整车自燃，不会是视频中
的后半部分自燃，因为全车遍布电路，
火很容易蔓延。他认为，黄亚妹的车
光开不保养，或者不到专业单位保养
可能是引发自燃的原因。“比如电池更
换，如果电桩松动没拧紧，造成电路短
路，的确会发生自燃。”据厂方了解，黄
亚妹的车不久前在外面更换过电池，

“当时我们建议她来厂里更换，不知道
她为何没来，自己去换了。”

杨先生说，四轮电动车行业内一般
主要部件都是一年质保，比如电机、电
池、控制器、转换器等等。而且参照汽
车，发生自燃情况，除非有自燃险，生产
企业一般是不担责的。

据了解，该厂 2014 年 5 月开始持有
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场（厂）内专用机动
车辆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目前，该
厂部分产品已经出口保加利亚、荷兰等
国。杨先生建议，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黄
亚妹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童华岗13813585755 文/摄

消费者：出事前故障频频，疑为粗制滥造
厂 家：业内均为质保一年，可走法律途径

3万元的四轮电动车 行驶途中突发自燃

“我儿子现在读大二，想让他到部队去吃点苦、锻炼锻炼。”4月28日上午，红梅街道人武部在北环新村社区健身广场举行
征兵宣传活动，不少适龄青年和家长纷纷前来咨询征兵政策和具体报名流程。 童华岗 邵华美 文/摄

“城管同志，你们当心点，慢点
开。”“婆婆你放心，保证你的东西完好
无损。”“本应该留你们吃个午饭的，我
这边又要收拾⋯⋯”“婆婆，这是我们
应该做的，您快别说了！”

4 月 27 日上午，常州经开区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戚墅堰街道中队的队员
将中街住户“花婆婆”的花圃栏杆等物
品一一搬上车，运往老人在遥观镇的
老宅。在中街出现已经快 3 个月的占
道“私家花园”彻底消失，故事其实是
这样的——

“花婆婆”不姓花，姓张，已经 80
多岁了。虽然子女都在遥观镇居住，
但她一个人住在戚墅堰中街。张婆婆
养花种草多年，平时只是摆放在家中

自己欣赏。大半年前开始，她栽种的
花草树木猛增：月季、茶花、多肉⋯⋯
种类越来越多，于是，她便将有些花草
摆放到了门口的人行道上。春节前，
张婆婆摆出来的花草已经有数十盆，由
于其中不乏名贵品种，老人担心被偷，
就买来铁栅栏，将盆栽围了起来，占用
了10多平方米的人行道。这下，花草
是安全了，但占用人行道的行为明显属
于违章。城管队员发现后，找到婆婆沟
通，但80多岁的老人很固执：“我就是
放些花草，又不做生意，也不行啊？”

年轻队员几次碰壁后，中队长黄
伟春亲自上门。张婆婆有所不知的
是，黄伟春是园林专业科班出身，也是
常州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出了名

的植物达人。第一次上门，张婆婆依然
是同样的说辞。黄伟春没有宣传法律法
规，而是和老人聊起了她的植物：“这株
月季花饱满，颜色很漂亮！”“这是景天科
的多肉，婆婆你平时要少浇水啊！”黄伟
春几句话一说，张婆婆对他刮目相看。
两人越聊越投机。之后，黄伟春又上门
了两三次，从花聊到工作，从工作聊到家
人，张婆婆也流露出了想回遥观老家养
花的想法。

“你这么多宝贝养在人行道上，虽然
有栅栏，还是不安全啊。”黄伟春的话句
句说在老人心坎上，“这样吧，我们帮你
全部运到老家去，怎么样？”老人点了点
头。于是，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童华岗 任军

迷上养花后竟弄出个“私家花园”——

“植物达人”城管智劝“花婆婆”

本报讯 请来没有资质的马
路装修队，装修工人一旦发生意
外，发包方就要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近日，天宁法院审结的一起案
件给众业主提了个醒：贪图便宜选
人不当，是要付出代价的。

林某在天宁区买了一套商铺，
去年 2 月，他请来朋友张某装修商
铺。双方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甲
方（发包方）：林某，乙方（承包方）：
张某；工程期限 40 天；甲方委托乙
方设计施工图纸，乙方施工中严格
执行国家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规范，保证工程质量，按期完成工
程，承接家庭居室装修工程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
和消防措施，出现任何问题由乙方
负责。

之后，张某雇佣了李某父子进
行电焊施工。2016 年 3 月 18 日，
李某父子俩搭好了脚手架施工时，
李某不慎从 3.4 米高的脚手架上跌
落，后被送往医院抢救，经抢救无
效死亡。

去年 4 月，李某的儿子、妻子
和双亲向天宁区法律援助中心求
助。天宁区法律援助中心很快完
成了案件的审查、受理，江苏益同
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健接受中心

的指派后，积极参与整个案件的进
程。

李某的儿子虽然已 20 多岁，
却患有乙肝，不能太操劳，一直跟
随李某打小工。李某是一家五口
的支柱，他的不幸身亡不仅让家人
精神上备受打击、难以接受，在经
济上，家人也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
源。

在孙律师看来，在这起事故
中，李某自身未注意安全，未戴安
全带，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
施，自身固然存在一定过错，但张
某雇佣李某后，未督促、检查李某
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以避免
或减轻危险或危险后果，对于李某
的不幸，张某也存在一定过错，应
承担过错责任。至于林某，其未选
择具有相应资质、安全生产条件的
施工者，而是将有关装修工程发包
给不具有相应资质、安全生产条件
的张某，林某也有过错，应当与张
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今年 2 月 4 日，天宁法院审理
了这起案件。最终，经过几次庭
审，法院支持了孙律师的代理意
见，一审判决张某赔偿李某家属
66 万元，林某承担连带责任。

（庄奕 冯娜）

发包方未尽审查义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装修工人坠亡
雇主赔偿66万元

本报讯 急于买房的梁某听“朋
友”说可买到内部价，便信以为真，先
后给“朋友”购房款 51.8 万元。不料，

“朋友”是个赌徒，转眼间就将这些钱
挥霍一空。4 月 25 日，涉嫌诈骗的沈
某及其员工韩某被永红派出所刑拘。

4 月 19 日，市民梁某向永红派出
所报警，称通过朋友买房被骗51万余
元。去年 10 月，梁某在一次饭局上认
识了沈某，沈某自称做建筑行业，可买
到内部房源。今年2月，梁某联系沈某
买房，沈某带她去弘阳广场，说在此承
包了工程，加上他手里有房子的钥匙，
梁某就放下了戒备。梁某看中了一套
期房，当时，该地段房价已达万元，沈
某称可以7800元给她，梁某觉得很实
惠，当即交给他2万元定金。沈某收下
后，未开具收条。几天后，沈某打电话
给梁某要求付房款。3 月 20 日起，梁
某又先后付给沈某14.8万元。

4 月 11 日中午，双方约在房产交
易市场见面，沈某带一名年轻女子来，
称她是弘阳广场的物业工作人员。在
市场门口签订了购房合同后，女子把
房产证和购房发票给了梁某。见发票
和房产证上是自己的名字，还盖了弘
阳广场物业公司的章，梁某很放心，交
付尾款35万元。

捡了这么大的便宜，梁某先是很高
兴，冷静下来后回忆整个交易过程，觉得
有些不对劲。4月19日，她带着房产证
来到房产交易市场，工作人员告知，证是
假的，并予以没收。梁某急忙报警。

4月25日，民警在陈渡新苑附近抓
获了涉嫌诈骗的沈某，并于同一天抓获
了另一嫌疑人韩某，两人均对伪造房产
证、公章行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查，沈某的确在弘阳广场做部
分工程，主要供应水泥、黄沙，但他嗜
赌，欠下一屁股赌债。得知梁某要买
房，他便以所谓的内部价引诱梁某，其
实，梁某看中的房子早已售出。为了
使戏码更逼真，他让自己的员工韩某
冒充物业人员，得手后以发工资的形
式给了她 1 万元。骗到钱后，他立即
还了赌债、继续赌博，至案发，这笔钱
已被挥霍一空。

（芮伟芬 张露）

听信朋友“内部价”
买房被骗50万元

本报讯 因为商家的缘故交易作
废，消费者交的订金理应全额退还，可
商家却要扣除 300 元设计费。近日，
觉得商家出尔反尔的周女士向我市消
协投诉。

今年 3 月，周女士在天宁区一家
居城的扶梯定制店定做室内楼梯，并
支付了 5000 元订金。周女士要求楼
梯扶手的材质是不锈钢，商家也同意
了。但没过多久，商家又称，扶梯材
质都是木质的，不能做不锈钢。周女

士不接受，商家建议她找别家做。周
女士要求全额退还订金，商家却要扣
除 300 元的设计费。周女士没有见
过设计图纸，觉得这设计费收得没有
道 理 ，但 商 家 不 为 所 动 ，只 退 还 了
4700 元。

接到投诉后，天宁区消协红梅分
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解，证实周女士
反映属实，商家也确实提供不出相应
证据，无法证明请工人设计出了图纸。

消协认为，按照消法规定，经营者

以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
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
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
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如果因商家单
方原因导致服务不能正常进行，损失就
该由商家承担。如果因双方原因导致服
务不能进行，相关损失的费用也不能空
口说白话，要有事实依据。经调解，商家
又退还周女士300元。

（庄奕13861028908 肖谐）

交易不成退订金
无端被扣设计费

本报讯 5 月 1 日中午 12 点半左
右，南夏墅街道南湖家园 19 幢，一名
两岁多男孩从16楼窗户不幸坠亡。

据目击者黄某称，事发时，她正好在
19幢楼下捡垃圾，突然看到墙角边躺着
一个孩子，便立即打电话给小区保安。
保安很快赶到现场，拨打了 110 和
120。民警和医务人员赶到现场，经120
医务人员检测，孩子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据了解，孩子是外地人，才两岁
多，刚从老家来到常州，却发生了这样
的意外。记者在现场看到，孩子是从
西侧窗户坠下楼的。记者发现，该小
区很多楼层的阳台外面都没有安装防
护装置，很容易发生意外。

（芮伟芬 13961158906黄为）

南夏墅南湖家园

一两岁男孩
从16楼坠亡

本报讯 “谢谢，谢谢！幸好
你们来了，我们祖孙俩都吓死了！”4
月28日，看到火被扑灭后，馨都苑小
区一业主向城管队员连声道谢。

原来，当天上午，新北区新桥
城管队员巡查至新桥大街馨都苑
小区时，发现 2 栋乙单元 3 楼平台
冒着浓烟，城管队员立即找到物业
人员，一起去敲业主家的门，家中
只有祖孙俩，老人还不知道阳台已
经着火。

城管队员发现，阳台上的一只
空调室外机里蹿出火苗，于是迅速
拉下电闸，确认空调外机非运行状
态后，队员们与物业人员一起端水
灭火，10 多分钟后，明火被扑灭，
但空调外机已经受损。

经初 步 调 查 ，火 种 应 该 是 楼
上某位业主将未灭的烟头扔下，
点燃了 3 楼平台上的泡沫，导致火
灾发生。

（童华岗 王柏力 邹立）

未灭烟头扔下
点燃空调外机

本报讯 今年3月11日晚8点
多，家住湖塘某别墅区的市民张先
生回家后，发现自己家地下室门被
人撬开，首饰、名表等物品丢失。

警方接报后迅速展开侦查，3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犯罪嫌疑
人韦某交代，3 月初，他和弟弟韦某
某身无分文，谋划到江苏行窃，顺便
还能旅游。于是，两人拉上有车的
哥们韩某，开着车从广东来到江
苏。3 月 9 日，三人到达常州，韦某
利用高德地图搜到一别墅区后，踩

了点。3 月 11 日晚上 6、7 点钟，韦
某发现，其中一幢别墅没有灯光，于
是锁定目标。他让弟弟在门外望风，
自己翻越栅栏后，用随身携带的螺丝
刀将后门撬开，钻入屋内，偷了首饰
和手表等物品。完事后，韦某交代韩
某快速离开，三人一起导航开车逃到
靖江躲藏，同时计划着下一个“旅游”
目的地，但尚未启程就被抓获。

4 月 28 日，韦某等三人因涉嫌
盗窃罪被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
捕。 （童华岗 孙晓娟）

广东自驾到江苏
边旅游边盗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