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宗兆
宣 通讯员王英超）“这是换季折扣很低
的名牌服装，买后如果不喜欢还可以随
时来商场换等价的当季衣服……”听了
售货员的介绍后，海口的周女士非常心
动，当即花了4200元购买了一件羊毛
外套。但等到她拿着一次没穿的衣服
准备换当季服装时，一切的口头承诺都
变了。长达半年时间的维权无果后，周
女士无奈拨打12315求助，工商人员最
终帮其全额退款。

半年多前，周女士在海口望海国
际商城一品牌专柜听售货员介绍“买
衣服可以换当季服装”的口头承诺后，
支付了4200元购买了一件包装完整

的羊毛外套，没有进行检查就高高兴
兴回家了。

然而，令周女士万万没想到的是，
不久她拿着没穿过一次也没有拆包装
的衣服来到该品牌专柜时，售货员矢口
否认承诺过可以换同样价格的当季服
装。更让周女士傻眼的是，售货员指出
了衣服上有一个破洞，更是理直气壮拒
绝给周女士退换。双方各执一词，由于
没有证据证明周女士拿到衣服时是完
好无损的，售货员也不承认说过“可以
换同样价格的当季服装”，周女士维权
陷入困境。事情一拖就是半年，无奈之
下她只好拨打12315维权。

海口市工商局12315消费者调处

中心接报后，先后安排海口市工商局
12315调处中心主任、消费者权益保护
处处长、大英工商所所长三次到现场为
周女士维权调解。

尽管周女士维权证据不足，工商
人员仍本着消费者权益至上原则，依
据 2015 年 3月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
《关于完善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赔
偿先付制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意见》，及时启动经营者首问和
先行赔付，协调望海国际商城先行赔
付周女士损失 4200 元，随后再向入
场经营者既某品牌服装专柜进行追
偿。周女士对工商人员的调解效率
和调解结果非常满意，并专门制作锦

旗上门表示感谢。
海口工商提醒：临近春节消费旺

季，家电、汽车、手机等商品都有“三
包”期限，如果商家承诺的延长保修
或者退换期限的时间超过了法定的

“三包”期限，就一定要与商家订立书
面凭据，这样商家的延长承诺才有法
律保障。

同时，海口工商还提醒，贵重商品
一定要现场检视是否有损坏，是否标识
不清或不全，是否在保质期内，并注意
保留好购物小票，发票等凭证。避免日
后发生纠纷时处于不利地位。如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请拨打12315进行投诉
举报。

海口一消费者被商家“忽悠”，维权半年后最终获全额退款

轻信商家口头承诺 4千余元险打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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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见习记者计思佳）19
岁的高三定安女生王春花今年春节可能要在医院度
过了。去年底，她被确诊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如果
再不进行骨髓移植，她的生命可能仅剩6个月。当王
春花得病的消息被人发到网上后，不少定安老乡纷
纷为其募捐，还有大学生主动为其捐血小板。

今天下午，记者来到海口市人民医院，脸色苍
白的王春花正戴着口罩躺在病床上。王春花的主
治医生告诉记者，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治疗比白血
病难度更大。如果要进行骨髓移植，费用至少要
20万元，后续治疗费用可能还需20万元，并且这
个过程中很多药物不能报销。而这对于身为农民
的王春华父母来说是一笔无法承受的巨款。

王春花的同学梁小南和李珍知道她得病的消
息后，在微信上发起了众筹捐款，不少看到的好心
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王春花就读的定安中学也
发起了募捐活动，目前已为她筹到捐款3万余元。

如果读者想对王春花进行捐助，可联系其家
人，手机号为18289467015。

高三女生罹患重症
急需骨髓移植
热心同学网上帮其筹捐款

本报三亚1月18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徐
喆）1月18日上午，三亚交警特勤大队在凤凰路
设卡抓获了一辆涉嫌套牌的保时捷卡宴。据介
绍，该车此前有多项违章记录，其驾驶人的驾驶证
也处于被吊销状态。

据三亚交警监控指挥中心人员介绍，近日，一
辆车牌号为湘M77777的保时捷引起了交警的注
意。该车从2015年至今一共有35条违章记录，涉
及多个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在核查该车车辆
信息时发现，此车牌登记的车型是一辆白色保时
捷，而在三亚出现多次违章被抓拍的却是黑色的保
时捷卡宴。交警随即怀疑其有套用车牌的嫌疑。

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黑色保时捷再次出现，
正在路面巡逻的交警特勤大队立即组织警力，最终
在凤凰路丹州小区路口将该车辆成功拦截。按照
有关法律规定，对使用其他车辆号牌的，将处以
5000元罚款；对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车的，将处以
1500元罚款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交警还将对
该车之前违反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一并处理。

三亚一保时捷
涉嫌套牌被抓
驾驶人无证驾驶或被拘留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洪宝
光 实习生王娟）随着猴年春节的脚步
越来越近，海口市各饭店年夜饭也预订
火爆，个别饭店已出现一桌难求的现
象。而今年很多酒店也推出了新服务，
年夜饭也可送货上门。

“海景包厢全部被预订完了，需要
预订其他位置的客人也要抓紧了。”今
天，海口某海景大酒楼一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随着春节临近，前来预订年夜
饭的顾客比较多，有的顾客在去年11

月就开始预订，目前酒店内的几十个包
厢几乎被预订一空。

在海口市南海大道的一家琼菜店，
一楼营业部时不时接到订购年夜饭包
厢的电话，营业部负责人耐心地解释
道：“不好意思，我们六点半到八点半的
年夜饭包厢已经预订完了，现在还有这
个时间段的外场，另外四点到六点还有
十几间包厢。”

与琼菜、粤菜饭店相比，湘菜馆就
稍微逊色一点。目前某湘菜酒楼只预

订了几桌，店长符艳萍无奈地说，到该
店吃饭的大多是外地打工没办法回家
过年的人，其中建筑工人比较多，因而
生意不如其他店。

在“互联网+”时代，我省部分饭店
也看到这一“钱”景，开通了网络预订送
饭业务。

“今年年夜饭的预订比往年都多，中
餐酒楼比较受欢迎。”今天，海南省酒店
与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陈刚说，很多家
庭觉得方便就来酒店吃年夜饭，一些酒

店推出的两轮订餐都满足不了需求。
据陈刚透露，今年我省部分饭店将

会与百度外卖合作，把做外卖的商家企
业集中起来，通过百度外卖进行发布。
消费者通过网上预订和付款，商家就会
将年夜饭送上门。

今年春节，我省个别饭店将以“盆
菜”方式送出，配上各种产品，虾、鲍鱼、
鸡肉等，将年夜饭送到消费者的家中。

据悉，网上外卖年夜饭将于近期
推出。

海口年夜饭火爆 琼菜粤菜生意好

网上预订，年夜饭给你送上门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见习记者
计思佳 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胡坤坤）
TV手机视频包月、体育栏目包月、点播
手机动漫……收到这些订制增值服务
的短信，海口的邓某在没有确认订制的
情况下，便被移动公司开通业务并收取
费用。邓某将移动公司诉至法院。近
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海南
移动公司返还对邓某多收取的143.2元
增值业务费及代收费。

邓某在海南移动公司处办理了每
月18元的动感地带资费套餐。因觉得
电话资费不正常，邓某查询账单得知
其 2015年 1月产生增值业务费 29元
和代收费业务费 2元，2015 年 2月产
生增值业务费106.2 元和代收费业务
费 16元，费用共计 153.2 元。邓某曾

就此事向海南移动公司客服咨询，海
南移动客服按照邓某的要求取消了他
享有的50元信用额度，并将邓某手机
的网卡关闭。

邓某还是认为移动公司多收了资
费，因双方协商未果，他将海南移动公
司起诉至法院，要求该公司按《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针对经营者欺诈行为规定
的最低赔偿标准，赔偿其经济损失500
元；因提起本案发生的误工费442.5元，
并在报纸上对其公开赔礼道歉。

一审法院驳回邓某的诉讼请求，邓
某上诉至海口中院。法庭上，移动公司
表示，当系统向客户发出扣费短信提醒
之后，如果客户没有发送退订的信息，
就开始扣费。

主审法官表示，从短信内容来

看，并无上诉人邓某明示确认订制增
值业务的反馈意见，海南移动公司以
邓某未发送退订短信即视为确认订
制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
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应认定海南移动
公司与邓某在彩铃之外的增值业务
上未形成订制关系。海南移动公司
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收取邓某
增值业务费及代收费 143.2 元，侵害
了邓某的财产权益，其收取的 143.2
元费用应当返还邓某。

海口中院认为，本案一审在确认双
方是否存在增值业务订制关系问题上
认定事实不够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撤
销一审法院判决。判令海南移动公司
向邓某返还人民币143.2元，驳回邓某
的其他上诉请求。

运营商擅自开增值业务并视用户无反馈为默认订制

海口市民状告移动公司二审获胜
法官说法：

法官表示，根据我国原信息产业
部颁发的相关规定，对用户申请包月
类和订阅类信息服务业务，其具体确
认过程为：信息服务商在收到用户服
务申请后，要向用户发送请求确认信
息，且请求用户确认信息中必须包括
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在收到用户的
确认反馈后，信息服务商才能向用户
提供服务并相应计费，同时告知服务
订制成功。“这种确认过程可简称为‘二
次确认’。若电信业务经营者未收到

来自用户的确认订制的反馈信息，不
得视为默认订制，不得收取相关费用。”

针对此案中邓某提出的 500 元
赔偿要求，法官解释，根据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最低赔偿为500
元。“民法上的欺诈是指故意告知对
方虚假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
表示的行为，但本案不存在此种情
形，故邓某请求赔偿数额超出 143.2
元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用户无反馈
不得视为默认订制

本报营根1月18日电（记者王培
琳 特约记者黎大辉）今天上午，记者走
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新坡行
政村鹿寨村，在村民家里随意拧开水龙
头就喷涌出清澈的山泉自来水。记者
了解到，从去年9月起，新坡村的村民
全部都饮用上了安全干净的山泉水。

“现在饮用山泉水都是经过过滤
消毒的，家里的水干净放心，村民们再
也不用担心因为饮水不净而生病了。”

新坡村村支书梁明道说。
在新坡村的老村路边，记者看到

一个不足两米高的两个蓄水池已经长
满了青苔。而去年9月份之前，新坡
村将近600口人的饮用水全靠眼前这
个仅有10立方米容量的蓄水池。不
但用水困难，由于蓄水池没有消毒过
滤设备，村民的饮水安全也受到极大
威胁。

目前，新坡村新的水源过滤消毒

设备齐全，蓄水池蓄水量达到40吨，
过滤、消毒设备以及蓄水池的供水，不
借助电力设备，仅靠山间地势落差的
水压，就可充分保证村民用水安全、水
量足。

据介绍，2015年，琼中共投资541.83
万元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15宗，解决
了9个行政村15个自然村共3849人的饮
水不安全问题，目前，琼中全县85％的农
村饮水安全已经得到保证。

同时，琼中还投资130.7万元，依托
琼中自来水公司建设琼中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

琼中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琼中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的建
设大大提升了全县农村饮水工程水质
检测设施装备和检测能力，满足区域内
农村供水工程的常规水质检测要求，进
一步促进了该县农村供水工程水质达
标，确保供水安全。

投入500多万元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琼中超八成农民喝上安全水

本报嘉积1月18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冼
才华）今天0时20分左右，在G98海南环岛高速
公路63公里加650米处（属琼海辖区路段）发生1
起1辆中型厢式货车尾随碰撞1辆重型自卸货
车，造成6人当场死亡、1人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1人受伤，2车损坏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经警方初步查明，当日0时20分左右，韩某衍
驾驶一辆中型厢式货车超员载叶某某等7人及冰块
从海口往三亚方向行驶，行至G98海南环岛高速公
路63公里加650米处时，尾随碰撞到孙某民驾驶的
满载石粉的重型自卸货车，结果造成上述两车损
坏，韩某衍和乘坐在中型厢式货车上的叶某某等6
人当场死亡，陈某飞、林某某受伤，其中陈某飞经送
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目前林某某正在琼海市人民
医院住院治疗，无生命危险。据初步调查，被尾随
碰撞的孙某民所驾驶的自卸货车反光标识及安全
防护设施不符合规定且超载（超载279%）。

目前，琼海警方已就此案成立专案组，马上开
展肇事车辆及驾驶人信息核查、事故善后等各项
具体工作，已于事发当日聘请海南农垦宏达实业
有限公司汽车服务中心对上述两辆肇事车辆进行
安全技术检测，并拟聘请相关部门对肇事车辆痕
迹、车速等进行鉴定；7名交通事故死者的尸体检
验工作已经进行完毕，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也正
在进行之中；肇事驾驶人孙某民现已被控制。

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东线高速昨凌晨
发生交通事故
7人死亡1人受伤，2车损坏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詹家仪 陈烽）记者今天从海
口警方获悉，自1月13日晚开始，海口
市龙华、美兰、琼山、秀英公安分局的办
证中心出入境窗口恢复周三19时30分
至22时受理出入境证件申请。

据警方介绍，申请人可考虑自身情
况，就近选择受理点，周三晚办公时间均
为19时30分至22时。

海口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
尽量通过网上预约平台预约办证，减少
现场排队等候时间。

警方推便民措施

海口出入境窗口
周三晚可办理申请

本报海口 1 月 18 日讯 （见习记
者计思佳 通讯员李明建）因骑电动
车打电话被民警拦下，强行冲卡逃走
后，竟开出家中小轿车，揣上砖头，沿
路返回撞民警。近日，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对被告人周
某判处刑罚。

2015年8月26日15时50分许，周
某边骑电动车边打电话经过海口市美兰
区国兴大道与大英八路交汇处时，被正
在此处执勤、身着警服的海口市公安局
民警陈文鹏发现并拦截，其强行冲卡逃
走。出于报复，周某从其母亲处借来小
轿车，从工地捡拾两块砖头放在车内，并
使用光盘将小车的前后牌照遮挡。

当日16时25分许，周某将车停在
国兴大道与大英山八路十字路口处，陈
文鹏发现该车有遮挡车牌的违章行为后
上前盘查，周某驾车撞向陈文鹏与同事
何小林，并投掷一块砖头，被陈文鹏和何
小林躲开。接着周某在车内手持砖头向
民警挑衅，随后驾车逃离现场。

何小林将情况向海口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报告后，公安机关立即采取行动，于
17时50分许在海口市美兰区嘉华路查
获嫌疑车辆，并将周某抓获。

周某在接受讯问时说：“当时我和女
友刚吵完架，骑电动车又被民警拦住，心
中的火一下子就被点燃了，所以想到用
这种方式泄愤。”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以暴力、威胁
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
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鉴于被
告人周某自愿认罪，依法予以从轻处
罚。判处被告人周某犯妨害公务罪，判
处有期徒刑7个月；扣押在案的砖头一
块，予以没收销毁。

为泄愤开车撞民警
男子获刑7个月

本报那大1月18日电（记者易宗
平 邓海宁 通讯员廖伟生）光天化日之下
行窃的犯罪嫌疑人，在5个小时内就落入
了法网。记者今天从儋州市公安局王五
派出所获悉，该派出所近日侦破一起盗窃
车内财物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缴
获改造的射钉枪一把，追回被盗现金两万
元及小轿车一辆，同时破获案件4宗。

据了解，1月15日上午9时许，王五
派出所接到被害人刘某书电话报警，称
其放在小轿车副驾驶座上的挂包内两万
元现金被盗。该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赶
赴现场，经过细致地走访调查，很快锁定
嫌疑人，并严密布控。当天下午2时，民
警在王五镇东兴街法玲电动车修理店将
嫌疑人薛某武抓获，当场缴获改造过的
一把射钉枪。经审讯，薛某武对盗窃小
汽车财物之事供认不讳，同时交代了盗
窃租赁公司东风本田XR-V白色越野
小汽车等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薛某武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儋州警方
破获四宗连环案件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见习记者计思佳 通

讯员胡坤坤）安徽人陈某以能买到便宜商品房为
饵，从范某处骗取资金197万元。为注册学校，陈
某在申报材料过程中伪造公章及公文。近日，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裁定，陈某两
罪并罚获刑9年6个月。

2009年10月，陈某声称能在海口拿下便宜
商品房，让范某出资和她一起买两套，再按市场价
出售，所得利润两人分成。范某答应后与陈某签
订了一份《合作协议》。2010年，范某先后给陈某
汇款共197万元。此后，陈某将范某的投资款用
于归还其个人欠款、购置名下的基金等。

2012年5月，当范某向陈某索要其投资的房
产未果。后范某向公安机关报案。

2012年5月，为向海南省民政厅申报注册成
立学校，陈某冒充赣榆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工作
人员，伪造了公章及公文。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行为已构成合同
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遂判决被告
人陈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5万元；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
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6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宣判后，陈某向海口中院提出上诉。海口中
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能买到便宜商品房为饵
诈骗197万元、伪造公章

安徽女子两罪并罚
获刑9年6个月

1月15日，数十名活泼可
爱的小朋友来到海南托老院，
为住在这里的远离亲人、躲避
寒冬的老爷爷老奶奶表演节
目，度过了一个温暖和充满欢
笑的上午。这是海南国科园实
验幼儿园两月来第三次组织小
朋友到海南托老院慰问老人。
从小培养孩子的孝心与爱心，
也为海口建设文明城市增添一
抹暖色。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托老院里老少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