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2011年1月27日 星期四 编辑/戴岸松 图编/李梓延 美编/胡万元 校对/刘湘

A23

都市·帮手

本报1月26日讯 昨天， 几名男子冲

进开福区四方商贸城一家名叫固利的食

品机械店， 将11台价值达六万余元的机

器搬走。店主在惊呼“抢劫”报警之后，警

方却不予立案调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

顾客退货不成强搬机器

当日15时许， 一辆白色湘A牌照的

皮卡车停在了四方商贸城固利食品机械

店门口。“几名男子冲进店里二话不说就

开始搬机器，胆子简直是太大了。”店主

黄先生说， 当时自己和几名伙计试图制

止，却被对方猛力地推开。

“有人抢劫！” 黄先生立即拨打电话

报警，四方坪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时，

11台价值六万余元的机器已经被强行拉

走。两名店员拼命地想把车拦下来，结果

都受了伤。

抢东西的是岳阳传福小吃店老板李

某。黄先生说，2010年10月25日，李某在

其店里购买了一台价值11200元的饺子

机。两个月后，李某突然打电话反映，机

子出现了故障。 黄先生立即派技术员赶

往岳阳， 发现损坏的饺子机需要返厂修

理，李某却执意要退货。

“双方产生分歧，李某居然会采取如

此极端的方法，”黄先生说，这跟抢劫有

什么区别？

警方：经济纠纷不予立案

“因为饺子机的故障， 我的损失很

大，想要拿回机器必须赔偿5万元。”今天

上午，记者联系到了李先生。他声称这样

做也是迫于无奈，“他们卖的饺子机接连

出故障，机器一坏，店子就要关门，两个

月来损失已经超过了十万元。”李先生威

胁说如果再不拿钱过来便将机器贱价卖

掉。

为了要回机器，黄先生向警方求助。

但是，四方坪派出所的民警却很为难，以

这是经济纠纷为由，迟迟不予立案。一位

民警表示，“抢劫不是你说了算， 也不是

我们说了算，要具体了解才知道，这几天

我们已经在跟进这件案子了。”

律师：典型的抢劫敲诈案

对于之前四方坪派出所给出的说

法，黄先生表示很难接受。一筹莫展的他

只好寻求律师帮助， 而律师则告诉他这

是一起典型的抢劫敲诈案， 公安机关理

应受理查办。律师向他表示，如果实在没

办法， 他还可以通过上诉等途径来维护

自己的权益。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黄先

生说自己只想小事化了， 不想双方对簿

公堂。“我没有其他要求， 只希望他能把

机器还回来， 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解

决这件事情。” ■记者 刘璋景

入店强搬机器，警方不给立案

长沙四方商贸城一食品机械店老板很郁闷，希望对方能退还

春运期间，选择“拼车”返乡的人越来越

多。中国消费者协会26日提醒消费者，春运

“拼车”要注意八项问题。

第一、拼车者最好是熟悉的朋友。与陌

生人拼车时， 要注意预防骗子或劫车者，车

主和乘车人有必要互相了解对方的真实身

份及联系方式，互相出示身份证是必不可少

的，不能只是一个网名或QQ号。

第二、车主和同车人应分别将了解到的

对方信息发送给至少一名亲友，以备出现问

题后联系使用，并且“有意”让对方知道这个

情况。比如可以通知家人到达的时间，顺便

将车牌号告诉接车亲友。

第三、搭车人应事先了解驾驶员的技术

水平、所乘车型等。关键是有无跑长途的经

历。例如，只有在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上分

道行驶的经验，可能难以处理较为复杂的低

等级路况。

第四、总路程不宜超过10小时，不走夜

路。避免心急赶路和疲劳驾驶，合理安排休

息；切记人和货物都不要超载。

第五、车主对于没有驾驶过所乘车型的

同车人，尽量不要让其参与驾驶。

第六、不要在途中向同车不熟悉的人炫

耀自己的收入或者所携带财物情况。

第七、女性车主或乘车人应有熟悉的男

性成年亲友相伴。

第八、 即使拼车者自信可以确保安全，

仍不妨给自己上一份相应的人身意外保险。

中消协消费指导部负责人张德志介绍，

有人选择“拼车”是因为火车、飞机等长途运

输工具“一票难求”，有人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节省费用，还有人认为打车能结交朋友等。

据记者了解，有关“拼车”的信息在网上

随时能够查到。但对于“拼车”这种方式社会

上尚有争论。如有的认为是不属于以营利为

目的的互助行为， 也有的认为带有经营性

质，定性不同，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理赔有

很大差别。另外，拼车人相互不熟悉，也有可

能被不法分子钻空子。 ■据新华社

春运“拼车”要注意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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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大奖 10 名 价值 4999 元的礼品

天天读报奖:一等奖：10 名 价值 1000 元的礼品 二等奖：20 名 价值 500 元的礼品 三等奖：30 名价值 200 元的礼品 幸运奖：40 名 价值 100 元的礼品

天天读报奖：

一等奖:(10 名)�

110126B080478

110126B014971

110126A056608

110126B044074

110126A065351

110126A086273

110126B028508

110126A029055

110126B013599

110126A011676

二等奖:(10 名)�

110126A096128

110126A026657

110126A043958

110126A092961

110126B040918

110126B088628

110126B015294

110126A055578

110126B009689

110126A098717

110126A055612

110126A007497

110126A099856

110126B017894

110126B080021

110126A028135

110126B029738

110126A054440

110126A014373

110126B015434

三等奖:�(30 名)�

110126B022105

110126B062904

110126B017191

110126A080992

110126B023900

110126A034542

110126B062791

110126B011414

110126B043612

110126A092037

110126A044358

110126A013396

110126A104030

110126A040164

110126B078828

110126A096551

110126A011245

110126B086647

110126B018087

110126A071862

110126A033078

110126A017716

110126A062109

110126A090564

110126A086982

110126A103762

110126A070392

110126A056154

110126B022296

110126A067538

幸运奖 : (40 名 )�

110126A091869

110126A022662

110126B034461

110126A107846

110126B088825

110126B078040

110126A039756

110126A106929

110126A061985

110126A046409

110126A031722

110126B002490

110126B059132

110126B041918

110126B053516

110126A108322

110126B053778

110126B040632

110126A082536

110126A075138

110126B033145

110126B012001

110126B052415

110126A051687

110126B009784

110126A089288

110126A051787

110126B085029

110126A089736

110126B019831

110126A047337

110126A008564

110126B064355

110126A074952

110126B027773

110126A045859

110126B090526

110126B063729

110126B015125

110126A007871

OPA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