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铺老板携款跑路，卖场要担责吗》后续

好百年家居：双方交易与卖场无关 法院：付款行为发生在商场内，好百年应赔偿

商户跑路，卖场被判双倍返还定金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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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洗干一体机 桑拿天也能净享优质生活

“地煮天蒸望雨风， 偶得雷
暴半圆虹。 旱南涝北新天壤，总
有荷塘色味同。 ”小暑开始，江淮
流域梅雨先后结束， 东部淮河、
秦岭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开始
了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雨季，
降水明显增加， 且雨量比较集
中。 天气热，温度高，上蒸下煮，
三伏天的到来，有的人开启了一
天两三个澡的频率，故换洗衣服
也是个大工程。

除味除菌 净享优质生活
伏天的到来，气温升高湿度

增大， 又逢世界杯决赛时刻，此
时啤酒、小龙虾、撸串是陪伴世
界杯的最佳神器，加之很多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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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烟味、汗味等各种异味让人避
而远之。

众所周知， 洗衣机内部环境
封闭， 有时候洗过的衣服也会带
有异味，给人洗不净的感觉。此时
从源头祛除异味是根本， 一台能
除异味除菌的洗衣机即可轻松解
决烦恼。 由松下洁净研究所研发
的松下罗密欧系列洗干一体机，
其搭载的松下 nanoe 纳米水离
子除味技术，在洗衣的过程中，大
量释放的 nanoe 纳米水离子可
渗透到衣物纤维深处， 强力去除
异味，衣物瞬间恢复洁净清新。同
时搭载的松下 Ag+ 光动银除
菌， 在蓝光照射下促使银离子和

水发生反应，产生羟基自由基，与
银离子同时发挥除菌作用， 除菌
率超过国家标准，达到 99.9%。

智慧洗护 呵护家人健康
松下罗密欧系列洗干一体机

搭载的双极除螨技术， 一键开启
发挥除螨清螨的威力， 利用螨虫
不耐高温的习性通过高温热风
“烘杀”活螨，随后劲漂水洗清除
螨虫的尸体、唾液、分泌物等一系
列过敏原， 达到双层保障去除螨
虫隐患的效果， 综合除螨率达到
97.56%， 深层去除螨虫隐患，减
少过敏原， 尤其适合对皮肤比较
敏感的人群。另外，松下罗密欧系
列洗干一体机同时拥有水位智
控、泡沫智控、温度智控、3D 振动
智控、不平衡智控、布量智控、布
质智控等七项精准智控功能，搭
配 ECONAVI 节能导航技术，能
够感知洗涤物的量和水温， 智能
优化洗涤，布量智控，辨别衣物重
量；温度智控，辨别温度变化；布
质智控，辨别衣物材质。

智能家电， 带你优享舒心生
活；松下罗密欧系列洗干一体机，
为你衣净天下，乐享清凉一夏。

西铁城百年盛典 秉持制表初心 缔造百年传奇

近日， 全球知名腕表品牌西铁城
在北京华彬歌剧院迎来品牌 100 周
年、进入中国 60 周年的庆典。 在这场
穿梭时光的盛典上， 代表了西铁城自
诞生以来技术与美的 6 款经典之作，
以前所未有的戏剧形式亮相舞台，回
顾 CITIZEN�For�Citizen 的初心，展
现为公民而生的使命和百年来不断探
索的匠心精神。

西铁城时计株式会社董事长兼社
长户仓敏夫、西铁城（中国）钟表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住川龙夫， 以及
日本驻华公使饭田博文在内的多位高

层和嘉宾亲临
现场， 与到场
嘉宾分享百年
华诞的荣光与
喜悦。 秉承着

“为市民所喜
爱， 为市民做
贡献”的理念，
1924 年，从第
一块时计产品
诞生起， 西铁
城就开始为公
民制造更好的
腕表而努力。

西铁城时计株式会社董事长兼社长户
仓敏夫认为这枚怀表就是西铁城的初
心与灵魂：“用 CITIZEN 来命名，就是
为了把优质的手表送到更多的市民手
中的初心。 ”

西铁城大中华区代言人田馥甄
（Hebe）亲临现场送上祝福：“西铁城是
一个面向未来的品牌，所以我也在这里
祝福西铁城的品牌之树常青， 下一个
100年更加辉煌！ ” 当谈及和西铁城的
合作，她形容是“百年一遇的缘分”，能
一起以相同的理念与坚持，向中国消费
者奉上满怀诚意的匠心精神。

本报7月5日讯 继在包括
长沙在内的百城推行免押骑
行之后，今天，摩拜单车宣布在
全国所有城市实施免押金骑
行。记者体验发现，摩拜单车的
免押骑行没有任何门槛和附加
条件。 摩拜对外披露的数据显

示， 目前全国共有2亿用户，都
将无条件享受免押骑行。据悉，
今年3月，哈罗单车已宣布在全
国开启信用免押骑行。此外，摩
拜单车还在7月5日正式发布了
新一代共享出行产品———摩
拜助力车。 ■记者 潘显璇

本报7月5日讯 荣宝斋
（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将于7
月13日、7月14日在长沙温德姆
豪廷大酒店预展， 并于15日举
槌。 此次拍卖有部分拍品来自
全国文物商店库房， 包括湖南
省文物总店、上海文物商店、扬
州文物商店、柳州文物商店等。
其他部分作品由委托方直接购
于各地文物商店， 如武汉文物
商店、广州文物商店、南京文物
商店等。传统的古董汇聚春拍，
将为广大的文物收藏爱好者呈
上丰盛的文化盛宴。

这些旧藏中， 书法作品部
分既有“湖湘三公子”谭延闿的

书法册页，也有“何氏四杰”何
绍基的对联，还有“晚清中兴四
大名臣”左宗棠的书法七言联。
绘画作品中有创新派画家程璋
的花鸟、“海派艺术宗师” 钱慧
安的人物以及“书画全能”大师
黄山寿的山水人物图等。

另外， 此批文物商店旧藏
中还有一些珍贵的瓷器。 比如
日本彩龙纹瓶、 沅洲石山水插
屏、青花葫芦壁瓶、青花五彩小
洗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日本
彩龙纹瓶是当年日本的西村一
作和森峰一送给本溪县第一任
知县周朝霖的赠礼。

■记者 吴岱霞

商户跑路，商场是否要承
担责任？ 今年3·15期间，本报
报道了长沙好百年家居（以下
简称好百年） 商户“跑路”一
事。“交了货款， 商户却失联
了， 好百年也不愿意承担责
任。”在与好百年协商无果后，
5名受害人联名将好百年告上
法庭（详见本报3月16日A07
版）。近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好百年双倍返
还受害人定金、返还货款。

交了货款，商户跑路

高女士2017年4月在长沙
好百年家居的一家商铺购买家
具，花了17880元。当时，商铺
只送了沙发、茶几、椅子等几样
家具，价值大约8000元，尚欠的
家具价值接近10000元。原本等
着余下的家具送货， 没想到却
得到了“商户跑路”的消息。

“人找不到，电话也不通，
好百年家居也不愿负责。”得知
商户失联之后， 高女士等人先
后多次与好百年家居协商，问
题却迟迟没有解决。 经高女士
查证， 涉事的两家品牌并未在
工商部门登记，“好百年在审核
方面不过关，理应对此负责”。

在今年3月份接受记者采
访时， 好百年负责人刘芹表

示， 卖场到处都贴了告示，要
求消费者把货款交到统一的
收银处，“而这些消费者都是
把货款直接给了商户，才导致
出现问题。” 在双方协商无果
后，5名受害人联名将好百年
告上法庭。

法院判决卖场双倍返还

近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在法
庭上，好百年方面声称，消费
者与商户的交易是场外交易，
与好百年家居没有关系，“公
司对此不知情，订单上也没有
加盖公司公章。”

而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受
害人提供的证据，能够确认消
费者签订合同、付款的行为发
生在好百年经营的商场内。依
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
定，消费者有权向好百年要求
赔偿。

最终，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长沙好百
年家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女士
双倍返还定金7952元、返还货
款13904元。 另外4名受害人
双倍返还定金和返还货款的
诉求，同样获得法院支持。

■记者 张浩

据了解，华夏优势精选股票型
基金7月5日发行， 将重点挖掘A股
和港股两大市场中的科技龙头股，
重点配置高盈利、低估值个股。

在全球市场波动加大的环境
下， 华夏优势精选基金布局A股和
港股两大市场，其中投资于港股通
标的股票占股票资产的比例为
0-50%，可以借助双市场轮动分散
单一市场风险， 为投资者开展灵
活、均衡的资产配置。在投资方向
上，华夏优势精选基金将重点选择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消费升级和
生物医药四大投资主线，运用多因
素选股模型，甄选具备稳定内生增
长、 能给股东创造经济价值的股
票， 投资兼顾成长性和防御性，力
求创造超额收益。 经济信息

今年上半年，债券市场走出上
扬行情。 据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显
示，79只普通债券型基金中， 业绩
拔得头筹的是融通基金旗下的融
通债券， 今年上半年实现6.12%的
收益率（同期业绩比较基准上涨
2.17%）。这79只同类普通债券型基
金的平均收益率为2.33%， 其中中
位数为2.79%。 融通岁岁添利定期
开放债券(A类)，在同类111只定期
开放式普通债券型基金中位居第5
名，取得3.79%的收益（同期业绩比
较基准上涨0.76%）。 融通债券、融
通岁岁添利基金经理王超回顾，今
年上半年融通债券取得优秀业绩
的主因是提升了久期和杠杆。

经济信息

债券市场现小牛市 融通
债券以6.12%的收益拔
得头筹

名贵传统古董齐聚春拍

聚焦优质科技龙头 华夏
优势精选基金7月5日发行

摩拜单车可全国免押骑行

7月5日，沪深股指继续下行探底，两市逾3000只个股下跌。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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