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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你在消费中发现“黑现
象”、潜规则，请告诉我们；如果，你
在消费过程中遇到质量、 服务等问
题，或者碰到不良商家，各种推诿不
愿承担责任，消费权益得不到保障，
不管哪个行业，请告诉我们，我们帮
你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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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俊沛物流有限公司发票
代码 4300164320 遗失填写长
沙市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增值
税普通发票 2 份 发票号码：
15364119、07439901， 遗失填
写博思特能源装备（天津）股
份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份，号码：074399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海瑞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代码：91430111768001254F）
遗失公司行政章和财务专用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亮视明视力健
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由
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0
年 6 月 25 日核发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及 IC 卡，代码
7880095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常永建材厂（普通合
伙）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3 年 1 月 2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821000011627，声明作废。 ◆刘建国（身份证号 4304211968

06087872）遗失衡阳县西渡镇
大江三轮摩托车店开具的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代码 143001520660，
号码 020449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泰和物资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5 年
1月 29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1381000003080，声明作废。

◆唐茹钰（父亲：唐斌，母亲：
汤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6986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辣条餐馆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7 年 3 月 2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30103MA4LCYBL3R，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凯盛世纪传媒有限公司
（税号：91430105051683462Y）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3 张，
发票代码：4300163130 号码：
03701846，03701847,037018
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西塘水泥制品厂（普通合
伙）遗失湘潭市工商局 2014 年
6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30301000010889，
声明作废。

◆苏雨晨(父亲：苏洪,母亲:李
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4304337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湖南华晨工程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因购买方原因，遗失湖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发票
代码 4300163130，发票号码 06
66798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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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发鑫香业有限
公司遗失江华县质量技术监督
管理局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 32936507-2，声明作废。

◆陈展博（父亲：陈飞扬，母亲：
李国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676162，声明作废。

◆肖梓璇（父亲：肖诚，母亲：
张静）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4329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县宝和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3052432
94306045）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现场看了才发现，店面
与照片不符。” 进入冬季，天
气冷了， 外卖行业却日渐火
爆， 消费者尤其是办公室白
领点外卖的比例明显增多。
长沙市民彭先生近日爆料
称， 他发现长沙韶山南路上
某市场内， 聚集了十余家外
卖迷你店， 其中还有店铺照
片涉嫌作假。

投诉
外卖平台店面照片造假

彭先生租住在天心区状
元坡附近某小区， 因为经常
点外卖的缘故， 特别留心饭
店的卫生情况。“一遇到外卖
店，就会多看两眼。”

12月中旬， 彭先生发现
韶山南路上一市场里聚集了
多家外卖迷你店， 其中一家
名为“饭萌”的店铺，在“饿了
么” 平台商家信息栏中公示
的三张照片与店面实际情况
不符，一张为店铺外观，有醒
目的品牌标志、 取餐口及用
餐点， 第二张则是经过了一
定装修的大堂，桌椅整齐，灯
光明亮， 第三张则为操作间
内景，但是“实际店铺里，根
本就没有这些。”

走访
用餐点和大堂“子虚乌有”

12月21日， 三湘都市报
记者实地采访看到， 市场仍
在招商， 已经营业的10余家
店铺中，除了一家美甲店外，
其余均是外卖迷你店， 面积

大多在10至20平方米左右，
这些迷你店，几乎只有厨房，
没有餐桌。

彭先生投诉反映的这家
店铺，只有两间操作间，与平
台中公布的照片明显不符。
对此， 店铺负责人谭先生称
“平台照片的事情，我是真的
不清楚，是我合伙人弄的。”

此外，该店在“饿了么和
美团”外卖平台中，都只公示
了营业执照， 并未见到食品
经营许可证。 记者将此事反
映给天心区文源街道食药监
所。经查，该店并未办理食品
经营许可证， 执法人员当场
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延伸
外卖让老市场迎新机

针对行业“乱象”，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11
月制定颁布了《网络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明年起，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
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我们市场就是为了给
这些商户提供经营场所，你
们反映的这家店的情况，我
们监管也有一定责任。”该市
场管理人员陈清仁告诉记
者，市场原本是农贸市场，他
们发现外卖市场的巨大潜力
后， 决定将部分场地升级改
造成美食街， 还新装了油烟
系统后， 供外卖商户租用。
“才20个门面，目前已有10余
家外卖商户入驻了。”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新买的面包车，为何上不了牌照
车管所：行李区长度超出国家标准，不予上牌 厂方：已取得合格证，车没问题

“太糟心了， 买辆新车
却不能上牌。”12月21日，
邓先生向三湘都市报记者
反映，上个月他在湖南东风
小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
了一辆东风牌面包车，但令
其始料不及的是， 交了车
款、买了保险后，却被告知
新车上不了车牌号，“车管
所书面通知我说，车辆不符
合国家标准，不给上牌”。

12月21日， 邓先生再
次来到长沙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万家
丽综合分所（以下简称“车
管所万家丽分所”），仍然被
车管所万家丽分所查验员
以“不符合GB7258中的
11.9.2条款规定” 为由，不
为其新车上牌。

■记者 胡锐

邓先生购买的新车因行李区纵向长度超过国家标准而上不了牌。
记者 胡锐 摄

11月17日， 邓先生将新
车开至车管所万家丽分所上
牌， 却被查验员以不合规定
为由，不予上牌。

邓先生向记者出示的一
份由车管所万家丽分所出具
的《机动车登记业务告知书》
明确写着： 违反了GB7258.
11.9.2乘用车行李区的纵向
长度应小于车长的30%的规
定。落款处盖有“湖南省长沙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
管理所” 的公章， 查验员为
“阳德平”。

邓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
车从4S店提出来就直接开到
车管所来上牌， 并未进行任
何改动， 完全是原厂车。“既
然车辆有合格证， 那就是符
合国家生产标准的产品，为
啥到了车管所就说我违反国
家标准了呢？”邓先生告诉记
者， 这辆车是他买来准备家
用， 从提车到现在已经申请
了三次临时车牌， 现在第三
张临牌也即将到期，“我现在
只想退车。”

事件回放
车辆有合格证
车管所却称违反标准

车管所万家丽分所查验员阳
德平受访时表示， 邓先生购买的
这辆东风小康汽车“行李区纵向
长度超出车长的30%”，所以其申
请的上牌不予通过。

随后， 阳德平拿出钢圈尺为记
者再次演示了行李区如何“超长”。他
以车辆第二排座椅下方中央位置的
钢制支架为起点，以车辆后备箱外沿
为终点进行测量， 测量长度超过
1300mm。阳德平告诉记者，东风
小康K07S的车长为4070mm，按
照国家标准， 其行李区的纵向长
度合理范围在1221mm。

三湘都市报记者查阅了“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
术条件”， 其中11.9.2内容确实明确
规定：乘用车（三厢车除外）行李区
的纵向长度应小于等于车长的30%。

阳德平告诉记者， 国家规定不
得超长， 是为了限制部分微型客车
过量载货， 不过“将第二排座椅拆
下， 向后移动一些再安装上就能通
过查验。”

对此， 邓先生再次表示担忧：
“既然是大品牌的车型， 还有合格
证， 为什么还需要再次改动才能通
过检测？”他称，改动涉及诸多问题
或难保障乘客安全。

现场直击 行李区纵向长度确实超出标准

“经销商说可以找他们代办
上牌业务。”邓先生表示，他把车
管所不予上牌的情况反馈给经销
商后， 和他签订购车合同的销售
顾问杨鸽表示“只要花500元找代
办就能搞定。”

湖南东风小康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销售经理蒋艳红受访时表示，邓先

生除了找代办，还可以到他们推荐的车
管所去上牌，并保证能上牌。但邓先生
表示担忧：“以后年检会不会有问题？再
卖车的时候会不会受影响？”

蒋艳红还表示， 他们只是经销
商，并没有对车辆进行改装，即使上
不了牌， 也许是车管所或车企的问
题，“与经销商没有关系”。

经销商说法 可以花500元代办上牌

三湘都市报记者随后电话联
系了东风小康公关部相关人士李
林青，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随后，服务于东风小康品牌
的某公关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主
动联系了记者，并表示：关于用
户投诉的车辆不符合乘用车行
李区的纵向长度标准事宜，我们

已经委托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进行
认证，并获得了生产合格、合规的
认证证书；其随后发送了一张由中
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东风小康
汽车有限公司“中国国家强制性产
品认证证书”。“车辆没问题， 但同
意退车。” 上述公关公司的工作人
员表示。

厂方回应 车辆没问题，但可退车

照片作假+无证经营
这家外卖迷你店被查

●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