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zhouguangdianbao

达州圈 07
2019 年 8 月 16 日 编辑：蒲 骄

新车买保险
车主怀疑中
“圈套”
4S
店推销
车险套
餐，看似
划算但
不便宜，
车主怀
疑中“圈
套”。

众所周知， 购买了新车，
第一件事就是替自己的爱车
购买保险，可是购买保险的门
道多花样也多，要是你稍不注
意就会被忽悠，达城王女士在
购买新车后就怀疑中了 4S 店
的圈套。
前不久， 王女士和丈夫
在销售哈弗轿车的达州建国
专营店选中了一款轿车，确
认好车型后， 他们支付了 13
万元全款。 王女士提车当天，
工作人员带他们去购买保

险。 经过核算，保险费用一共
9600 多元， 当王女士表示保
费较高时， 对方表示可以赠
送一些保险项目， 优惠之后
9400 元。 听到工作人员说要
赠送一些保险项目后， 王女
士夫妻俩也没多想便同意
了，支付了 9400 元保险费用
后， 将他们共同创业筹资购
买的这辆新车开回了家，夫
妻俩还暗自高兴， 可接下来
的事却让王女士始料未及。
王女士夫妻俩发现保单中的

实际情况与之前工作人员说
的有些出入， 他们立即找到
哈弗达州建国专营店工作人
员询问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
只要保单价格加起来等于
9400 元就对了。 王女士夫妻
俩与工作人员进行 了 理 论 ，
对方的答复和处理态度让他
们难以接受。 工作人员表示
GPS 险不能退，只能退保单，
但钱不能退。
为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了
哈弗达州建国专营店，但工作
人员不愿意正面接受采访。 按
照工作人员的说法，这是他们
店里给车主推荐的内部优惠
套餐活动，打折优惠的钱只能
用于购买其他险种，不能直接
返现金给车主。 而且，车主是
自愿购买。 在采访结束后，记
者了解到，哈弗达州建国专营
店退回了车主车辆保险费
3244 元。
（张笛 罗华 方玥）

商场扶梯“咬”脚
男童很受伤

男
童被扶
梯卡伤
脚，家长
向商场
方讨说
法。

现在，各大商场上下楼层
都配备有扶梯，对于消费者来
说上下楼层方便又快捷。 最
近，市民李女士称，她到新世
纪百货商场达州商都购物时，
她的儿子却因为电梯发生了
意外，到底怎么回事呢？
记者在新世纪百货商场
达州商都大门口见到了李女
士，此时，她的丈夫将受伤的
孩子抱在怀中。李女士向记者
讲述了事发经过。 当天，李女
士带着大女儿和小儿子去五
楼买鞋子， 买完之后准备回
家。 由于大女儿不需要人牵，
她就牵着儿子乘电梯。不知怎
么回事， 儿子的脚被电梯夹
住，当时就嚎啕大哭。 李女士

发现后，惊慌失措，直到电梯
从五楼运行到四楼时，孩子的
脚才被取出来，当时脚已是鲜
血直流。 孩子的脚被取出来
后，商场工作人员也赶到了现
场。商场方主动送孩子去医院
进行治疗， 并垫付了医药费，
这样的举动让李女士夫妇感
到些许安慰。 但是，鉴于孩子
如今的状况，夫妻俩都没法正
常工作，这对他们的生活造成
了不小的影响。在李女士夫妇
看来， 自己作为商场的消费
者，商场有必要保证自己的安
全，而且，出现事故的电梯本
身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电
梯上有一个缺口，孩子的脚也
正好被卡在缺口处。 为此，李

女士认为，商场方应该承担相
应的责任。
那么，商场方的回答是否
如李女士所说，而针对李女士
的诉求，商场方又是什么态度
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新世纪
百货商场达州商都直管培训
部。 工作人员表示，应该让孩
子好了之后来进行后期协商，
同时商场也会合理合法进行
处理。 那么，商场方该承担什
么样的责任呢？记者咨询了律
师。律师表示，根据我国《侵权
责任法》第 37 条规定，商场等
公共场合的管理人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的，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
此条法律规定，也就是该商场
对电梯的管理没有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或者是疏于管理造
成小孩的伤害后果，应该承担
相应的侵权责任，即小孩的医
疗终结过后，如果有评定了伤
残等级，要承担残疾赔偿金等
各种费用，如果没有造成残疾
后果应当承担医疗费以及护
理费等相关费用。
（露唯 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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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达州市城管执法直
属一大队抓获两名张贴小广告
人员，开出“牛皮癣”专项整治
以来的首张罚单。
8 月 11 日上午， 城管执法
人员在接受市民举报后， 在通
川区西城富德大厦、 某单位家
属院单元楼内将违法张贴开
锁、房屋出租小广告的陈某、周
某
“逮”个正着。
经调查核实，陈某、周某的
行为违反了 《四川省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条例》第 27 条“禁止
在城镇道路、建(构)筑物、树木
及其他设施上涂写、刻画，擅自
张贴广告、墙报、标语和海报等
宣传品”之规定，根据《四川省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 第 64
条第三款之规定， 城管执法部
门分别对陈某、 周某做出罚款
2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
其对张贴的小广告进行清除，
对涉事的电话号码将按程序函
告有关部门进行停机， 并建议
将周某的从业资质纳入黑名
单。
同时， 市城管执法局还按
规定对举报的市民分别给予了
50 元奖励。
据了解，周某一直从事开锁换锁等
工作，为给自己招揽生意，经常在社区
的楼道中张贴小广告， 而让他没想到
是，这次张贴“牛皮癣”却没跑得脱了。
“经过这次的教训， 我以后再也不敢乱
贴了， 也会劝说身边的朋友不要去贴
‘
小广告’。 ”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周某深
感后悔。
当前，我市正如火如荼开展“四城
同创”工作，市城管执法局呼吁广大市
民，治理城市牛皮癣需要监管部门的疏
堵结合， 更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只
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让小广告无处遁
形！ 市民如有信息需要对外宣传发布
的，可张贴到各社区设置的公开栏。
若发现有人在城区内乱张贴各种
“牛皮癣”广告，请及时拨打投诉电话：
市城管执法局：2383110、12319
市公安局：110、212331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533357
市新闻出版局：252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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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达州是我家

“四城同创”靠大家

文 森林城市
明 园林城市
城
市 卫生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