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6日讯近日， 省环
保厅发布2月份全省环境质量状
况，14个市州所在城市的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76.3%， 吉首市、怀
化市、 张家界市空气质量位居前
三位。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为95.6%，长
沙三角洲和益阳大通湖断面水质
本年连续两个月均为劣Ⅴ类。

据湖南省环境质量监测中
心站数据显示，2月份14个市州

所在城市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76.3%， 与上年同期相比上
升9.1%，除株洲和永州外，其他
12个城市的优良天数同比持平
或不同程度增加。 按照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空
气质量居前三位的城市为吉首
市、怀化市、张家界市，空气质
量居倒数一、二、三位的城市为
株洲、湘潭和长沙市。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黄亮斌

本报3月16日讯 3月14
日，省工商局通过其官方网站
公布了2016年第四季度流通
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
此次抽查从2016年11月开
始， 主要抽查内容包括羽绒
服、羊毛羊绒服装、保暖内衣
等服装，取暖器、电热毯、节能
灯以及燃气灶等商品，共抽查
样品345组，其中不合格商品
135组，占比达39.1%。

根据公布的检验结果显
示，知名品牌百家好（上海）
时装有限公司生产的BASIC�
HOUSE女士牛仔裤、宁波太
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PEACE�BIRD时尚微
喇牛仔裤、 地素时尚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DAZZLE牛仔
裤均因耐干摩擦色牢度不合
格而登上质量黑榜。

记者还发现， 在保暖内
衣品类中，纤维含量、耐干摩
擦色牢度、 耐碱汗渍色牢度
等成为商品不合格品类重灾
区，如罗培蒙、斯得雅、康莱
雅等品牌受检商品均被检出
不合格。

此外， 还有上海多喜爱
电热毯有限公司生产的多喜
爱牌高级调温型电热毯被检
出标志和说明、输入功率、耐
热不合格， 贵州彩阳电暖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彩阳牌调
温电热毯被检出耐热性不合
格。 ■记者 朱蓉

本报3月16日讯 记者从省
高管局获悉， 长沙管理处养护部
门联合技术服务单位在对辖区
118座桥梁开展为期40天的定期
检查。

检查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
段是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检测仪器
和无人机对桥梁外观进行检测。第
二阶段是桥梁检测车对荷载能力、
内部破损等进行更详细的检测。

通过全面的定期检查， 高速
公路管理养护部门能及时掌握桥
梁的“健康状况”，包括结构现状及
其损坏、病害成因等，并根据情况
有针对性地提出精准的养护对策
和维修加固建议，推动桥梁管养工
作朝精细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郑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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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6日讯 长沙开
福区多路段现“二维码罚单”，
有人信以为真， 扫二维码缴纳
罚款（详见本报3月11日A04
版）。今天下午，给这些车贴罚
单的嫌疑人黄某被抓获， 他供
述已经收到三千多元转账。民
警提醒， 请扫过二维码付款的
车主及时拨打122跟警方联系，
驾驶员不要将车停在禁停位
置，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3月11日，开福交警大队民
警在巡逻中发现数十张印有二
维码的假罚单， 民警马上将情
况向长沙交警支队反馈。 经过
民警几天排查， 发现嫌疑人常
在凌晨出现在湘江世纪城附

近， 民警锁定了嫌疑人开的电动
车，今天下午4点多，该电动车停
在开福区华夏附近一家网吧门
口， 民警将嫌疑人黄某带回交警
大队。

晚上7点多，记者在开福交警
大队见到了嫌疑人黄某， 他是娄
底人， 此前在湘江世纪城等地做
过保安，一个多月前失业了，就想
到贴假罚单的方法来钱。

开福交警大队突击二中队中
队长许昕懿介绍， 黄某用捡来的
身份证注册微信， 从2月18日开
始， 在湘江世纪城附近路边违停
的车辆上贴上仿冒的打印纸。一
开始发出的罚单罚款金额为100
元，发现这样来钱快以后，金额改

为200元。据黄某供述，已经发出
500到700张， 微信收款3700多
元。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讯中。

许昕懿说，目前，长沙交警没
有任何直接扫罚单上的二维码就
能缴纳罚款的业务。长沙交警对
外公布与罚款相关的二维码有
长沙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二维码、
支付宝城市服务二维码。前者需
先微信关注长沙交警公众号，绑
定车主驾驶证及车辆信息才可
以处理长沙地区的非现场处罚，
不会直接进入缴费页面； 后者则
只能为交警现场开具的处罚缴
款， 需要输入9位或15位处罚决
定书编号。

■记者 虢灿

从今往后， 消费者在网络
平台购物将更有保障。3月15
日，《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
退货暂行办法》 正式实施。“七
日无理由退货从哪天开始算”
“钱应该退到哪”“用了优惠券
怎么办 ”“退货运费谁来担 ”
……新规全面细化了无理由退
货制度的具体流程， 进一步保
障了消费者权利， 同时也让商
家吃下“定心丸”。

【焦点1】
哪些商品商家可拒绝退货

事实上，早在3年前，新消
保法就提出了“网购七日无理
由退货”的规定，但在实施过程
中， 商家和消费者出现了不少
争议和矛盾。

记者注意到，新规对不适用
七日无理由退货商品的范围在
原有的4类基础上增加了3类，
可归纳为两种情形，一是此前直
接规定不适用的4类商品，即消
费者定作的商品、鲜活易腐的商
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
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
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二是由
经营者提出， 经过消费者确认，
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
3类商品，即拆封后易影响人身
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
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
变的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
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时已
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
疵的商品。

值得一提的是， 消费者退
货时应当将商品本身、 配件及
赠品一并退回。 赠品包括赠送
的实物、积分、代金券、优惠券
等形式。 如果赠品不能一并退
回， 经营者可以要求消费者按
照事先标明的赠品价格支付赠
品价款。

【焦点2】
“七日”退货时间怎么算

在春节期间，天猫、京东、
亚马逊等电商平台， 不少商家
都顺延了七日无理由退货时
效。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的“七
日”到底如何计算？节假日能否
顺延呢？记者注意到，从《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来看，
“七日”既不是自然日也不是工

作日， 自消费者确认签收货品
之日起算， 以实际退货寄出行
为为准。

湖南本土律师李志员表
示， 商品签收一般以消费者的
物流签单时间为准。 遇到特殊
节假日， 物流或者售后服务都
受到影响， 适当延长无理由退
换货时效是值得推广的， 但需
要买卖双方提前确认。

【焦点3】
网上买二手货能退吗

在分享经济火爆的背景
下， 个人闲置二手货交易也是
风生水起。 消费者自然关心二
手商品是否属于办法提出的商
品范畴？ 能不能享受七日无理
由退货？

对此， 法学专家苏号朋指
出， 新消法和新出台的办法只
适用于能衡量质量标准的新
品， 而二手商品的原貌却无法
鉴别， 所以二手商品并不在新
规的范畴之内。

专家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
二手商品时必须谨慎， 可以通
过聊天工具跟卖家确认退换货
事宜， 既能了解情况保护自身
利益， 也可以保留证据方便日
后维权举证。

【焦点4】
跨境海淘退货难

搜索维权案例不难发现，不
提供“7天无理由退货”服务俨然
成了跨境电商平台的特权。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
《2016跨境进口电商平台用户
格式条款审查报告》 就显示，在
包括丰趣海淘、海蜜、达令等在
内的多家跨境电商平台，对特殊
商品都有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
货”的相关条款。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则
建议消费者购买跨境电商平台
商品前仔细阅读购买条款，谨
慎下单。

退货处理办法日益细化，
如果消费者在遇到商家无故不
予退货时， 究竟该怎么办？对
此， 工商部门表示， 按照谁辖
区，谁负责，谁监管的原则，消
费者可直接向当地工商部门投
诉或拨打当地12315热线。

■记者 杨田风

7类网购商品不能“七日无理由退货”
网购退货新规施行：二手货不适用，跨境海淘退货难

2月空气质量排名：吉首第一
长沙三角洲断面水质连续两个月均为劣Ⅴ类

开假罚单者落网，一月收款3700
交过“罚款”的驾驶员请尽快联系警方

《“二维码罚单”再现长沙》后续

省工商局公布2016年第四季度抽检不合格名录
多家大牌牛仔裤登“黑榜”

长沙高速
118座桥梁迎“体检”

3月16日，社区居民在美味大比拼活动上评选菜品。当天，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
道麻园湾社区举办2017美丽家园之美味大比拼活动。辖区多家门店参与此次大比拼，
共推出30多道菜品免费供市民品尝，并以投票的方式由居民选出大奖。 记者 徐行 摄

美味大比拼
市民来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