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隔两日， 长沙市民张
先生仍然如坐针毡———8月
10日， 他通过饿了么点了一
份外卖， 因为外卖送餐员态
度极为恶劣， 张先生给了个
差评。没想到，当天下午，张
先生就收到了该送餐员的恐
吓信息：“你给老子等着。”

饿了么方面表示， 已经
对送餐员的违规行为进行严
肃处理。

“态度恶劣，给差评”

张先生在韶山南路一单
位上班， 日常伙食基本交给
了外卖。

8月10日中午12点12分，
张先生通过饿了么平台点了
一份香辣土匪猪肝外卖。半个
小时后，张先生接到送餐员的
电话， 对方表示已送餐到门
口，但他打开房门却没有看见
外卖送餐员的影子。

于是， 张先生询问送餐
员是否走错了地方， 自己所
在的是3单元。“对方似乎有
些不高兴，说我填错了地址，
然后啪地挂了电话。”张先生
表示， 送餐员的态度令他有
些不舒服。 在核查自己填写
的地址的确无误后， 他再次
拨打了送餐员的电话， 表达
了对对方服务态度的不满。

“我问是不是他自己看错
了，他不回答，我又问他挂电
话是什么意思，他竟然喊了起
来，说‘我给你送啊，我给你送
啊！’”张先生称，自己当时有
些吃惊，因为是第一次碰到态
度这么差的送餐员。

送餐员上门后， 张先生
再次表达了不满， 但对方依
然回避是自己看错了地址，
只是昂着头重复着“我给你
送到了呀”。

见对方身材高大， 张先

生没有与其继续争执， 关上门
后，进行了投诉。

威胁：你给老子等着

当日17点53分， 一个显示
外卖电话的陌生号码打来，张
先生没有接听。18点07分，张先
生所投诉的外卖配餐员打来电
话，张先生也没有接听。18点08
分， 张先生接到对方的恐吓信
息：“你给老子等着”。

“再度向饿了么平台投诉，
平台方表示， 已安排专人24小
时内处理。”在张先生的抗议之
下，对方表示会加急处理，同时
建议张先生报警。

张先生拨打110报警，接警
人员表示民警不可能一直蹲
守，建议其“对方来了再报警”。

11日凌晨0点10分左右，张
先生来到井湾子派出所，按110
的提示准备“备案”，但接待民
警表示，类似的案例较多，送餐
员仅存在口头威胁， 并未造成
实际伤害，警方无法介入。

回复：已进行绩效扣罚

记者12日上午联系到饿了
么公司，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会调查核实，并尽快给出回
复，“我们会以诚恳的态度去处
理问题。如果属实，将会对其教
育、批评，甚至再培训再上岗或
者其他的相应处罚。”

当日下午， 该负责人回复
记者称，事情属实，公司客服已
于11日下午致电用户并作出相
应处理， 用户表示满意。 他介
绍， 他们对骑手直接进行绩效
扣罚以及岗位评估， 系统查询
该骑手属于众包骑手， 投诉次
数是累计的， 如果跑单过程中
数据不合格， 他们还会对跑单
账户进行限跑处理。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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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一声爆炸了，腿上鲜血
直流。”8月11日，长沙市枫林美
景小区的李先生向三湘都市报
记者反映，8月5日他在小区超
市内买了6瓶青岛啤酒回家，不
料其中一瓶酒爆炸， 玻璃碎片
将他的右腿割了一道口子。目
前青岛啤酒湖南区售后人员表
示， 李先生需提供相关票据凭
证，方可获得相关费用的报销，
“500元以上报销流程大概要1
个月。”

投诉：买啤酒消暑，却被酒
瓶炸伤

李先生激动地告诉记者，
8月5日有朋友到家里吃饭，他
就到小区超市买了6瓶青岛啤
酒上来。不料正在吃饭喝酒时，
一瓶还未开瓶的啤酒突然爆炸
了， 玻璃瓶碎片正好落在他的
右腿，割出一条口子。随后李先
生被送医治疗。

“业务员上门来核实了情
况，并拿走了破碎酒瓶，但至今
没处理。”李先生说，当天他从
医院出来就向超市负责人、青

岛啤酒的业务员反映了此事，
并要求青岛啤酒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等。“我是搞装修的，这
些天都没法出去做事。”

答复： 提供凭证，1月左右
赔偿到位

8月12日，记者联系了青岛
啤酒负责湖南售后的工作人员
张（音）女士。她表示，这种事需
要他们的业务员核实情况，并
与其对接，但截至上周五，她未
收到业务员向其反映过此事，
“反映到我这里后，一般都会做
记录。”

“如果今天交齐所有凭证，
大概在下个月的十几号可以下
来赔偿款。” 张女士还表示，李
先生要获得赔偿， 需要提供相
关医疗凭证及工资证明等。

发现： 最早的酒瓶竟为
2008年生产

我 国 《 啤 酒 瓶
GB-4544-1996强制性标准》
中建议啤酒瓶的使用年限为两
年。但记者注意到，李先生本次
购买的青岛啤酒中， 酒瓶的生
产日期有2008年、2014年等，
均超过了国家建议的两年使用
期限。 ■记者 胡锐

“我现在就想退订金，不想买
这车了。”8月11日，长沙市民汤先
生向三湘都市报投诉称，4月26日
他在湖南华洋兴狮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看中了一款东风标致
408汽车，并交了2000元订金，但
第二天到4S店验车时，却发现新
车的发动机舱内竟有只死老鼠。
“后来说给我换了一辆新车，叫我
去提车， 但发现还是原来那辆。”
汤先生多次提出要退订金，但4S
店迟迟不同意。

8月11日， 在记者的协商
下，4S店表示接受退订金，叫汤
先生星期一带上订金收据前来
退款。

“你听说过客户验车时，车
里竟发现有只死老鼠吗？”汤先
生激动地告诉记者， 他原本打
算在4月27日付款提车，但没想
到会在验车时看到有死老鼠在
发动机舱内。

“他们没想到我当时就拍下
了车架号。” 汤先生介绍，5月份，
4S店销售人员打电话告诉他已
经换了新车，叫他去付款提车。当
他赶到4S店时，却发现要他看的
仍旧是4月27日的那台车。

之后汤先生多次提出要退
订金，但4S店迟迟不同意，说帮
他从其他地方调新车来。 汤先
生说，他又去看了一次车，结果
发现车辆发动机位置有一块金
属壳存明显刮痕，“不想买了。”

“事情拖了3个月了还没解
决。”8月11日，汤先生再次来到
4S店要求退车， 但4S店以合同
上规定了客户不能退车为由拒
绝退车。

在记者的协调下，4S店最
后接受了汤先生退订金的要
求。 ■记者 胡锐

砰的一声，未开瓶的青岛啤酒突然爆炸
记者调查：10年前生产的啤酒瓶竟还在使用 厂家售后：要获赔偿，提供票据

2018年夏， 洛阳的赵先生
在超市买了一箱青岛啤酒，取
出一瓶拿在手上时酒瓶爆炸，
随后箱子里又有一瓶未开封的
啤酒爆炸， 赵先生和在场的另
一个朋友被炸伤。

2017年7月28日，长沙市雨
花区的李女士手拿青岛啤酒
时，常温下的瓶子突然爆炸，导
致其右手被割伤。

2014年7月，长沙市民购买
一瓶青岛啤酒， 发现瓶内出现
疑似槟榔渣的异物。

2014年6月，李女士弯腰拿
青岛啤酒时爆炸， 后经鉴定李
女士为九级伤残。法院判决，青
岛啤酒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013年7月，江西的何女士
将青岛啤酒放置冰箱时， 两瓶
啤酒突然爆炸， 何女士全身多
处受伤， 其中左腿被缝了3针。
何女士表示， 她曾多次碰到啤
酒瓶爆炸的情况， 而以她销售
青岛啤酒十年经验来看， 青岛

啤酒不时发生爆炸， 多是因为
啤酒瓶超期使用。

2012年7月，长沙胡先生买青
岛啤酒喝时，发现是酸的，且对比
其他同品牌的酒，格外浑浊，瓶底
还有较多白色的沉淀物。

2011年8月，厦门的庄先生
就餐时喝青岛啤酒， 味道像喝
绿茶。

2011年6月，长沙的龙女士
亲戚家办酒席购买了数十件青
岛纯生啤酒， 不料其中一个啤
酒瓶突然爆裂，炸伤了其母亲。

2010年5月，因青岛啤酒汉
斯干啤瓶发生爆裂， 致西安市
王波7个月大的女婴右眼受伤。
司法鉴定：女婴右眼球穿通伤，
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此外， 安徽省皖西南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曾出具的两
份检验报告显示，青岛啤酒(芜
湖) 有限公司生产的两个批次
啤酒啤酒瓶质量均不合格，共
召回700件啤酒。

链接 青岛啤酒投诉回顾

给个差评收到恐吓：你等着
饿了么平台回复：已对“骑手”进行绩效扣罚

新车发动机舱内
竟然发现死老鼠
记者协调，同意退订金

8 月 12
日上午，长沙
市白沙古井，
市民带着各
种容器前来
取水。酷暑季
节，清凉的井
水深受欢迎，
每日来此取
水的市民络
绎不绝。
记者 田超 摄

排队
取井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