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车无法上牌，退款要扣1万元定金？
货运加盟一波三折 商家愿再协商，购车者已上诉

本报7月8日讯 邵阳的唐先
生向三湘都市报投诉称， 今年5
月， 他与湖南密巴巴货运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密巴巴）
签订了一份货运加盟协议， 并通
过该公司购买一辆货车， 但等他
交了6万多元后，竟被告知车无法
按事先约定的上长沙蓝牌。 唐先
生申请退款，被告知需扣1万元定
金。

买车无法上牌
退车扣1万定金

唐先生介绍，今年5月，他在
网上看到湖南密巴巴招募司机的
信息后， 便主动联系并与该公司
签订了一份货运加盟协议。 按照
约定， 唐先生需交首付款6万多
元，并贷款约10万元。但唐先生交
了6万多元首付款后，却被告知车

辆不能上牌。
“说好6月初就上牌， 却一直

没上牌。”唐先生说，湖南密巴巴
告诉他车辆不能上牌后， 他提出
退款，但该公司要求扣1万元购车
定金。唐先生对此不能接受，多次
找湖南密巴巴协商未果。

商家坦承存上牌问题
现已能上牌

唐先生说，他于6月11日得知
车辆存在上牌问题，并于6月18日
提出退款，6月19日对方业务员承
诺他24日前办理退款， 但退款时
又被告知要扣1万元购车定金。

“现在能上牌了。” 湖南密巴
巴一名黄姓主管受访时表示，由
于相关新政原因， 确实一度导致
唐先生购买的车不能上长沙蓝牌，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案。

黄姓主管说， 目前他们能合
法合规地为唐先生的车上长沙蓝
牌，并已交了购置税、保险费等，
因对方坚持退款， 理应扣除相关
费用。 对此说法， 唐先生并不接
受。

商家愿进一步协商
购车者已上诉

7月8日，经媒体介入，黄姓主
管表示，若唐先生一定要退车，可
与之就退款费用进一步协商，并
希望唐先生能到公司当面协商。

“我已经到法院上诉。” 唐先
生则表示， 因为之前双方已多次
协商， 湖南密巴巴还是要扣除
6000元相关费用， 而唐先生只愿
意对方扣3000元， 上周五他已到
法院交了上诉费。

■记者 胡锐

7月7日，以“鼓动人心，国潮
‘童’行”为主题的太平人寿湖南
分公司客户服务节南区开幕式在
长沙梅溪湖艺术中心启动， 现场
发布了《极致服务 共享太平》太
平人寿2019服务体系， 详细介绍
了太平快速便捷的基础服务，如
秒赔、保险服务密码，还有太平精
细化、全面化的VIP客户健康管理

服务，表达“服务由心出发，太平
与您同行”的美好初心。

开幕式标志着2019年太平人
寿湖南分公司客户服务节正式拉
开序幕，该公司将以“国潮”“交通
安全体验课”为主要活动形式，在
全省十二家机构开展丰富多彩的
服务体验活动。

■通讯员 周航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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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新华保险第十九
届客户服务节在常德开幕，本
届客户服务节以“致敬新时代
关爱进万家”为主题，开展“文
化进万家”“臻爱进万家”“守
护进万家” 三大系列主题活
动， 用真诚的服务彰显关怀，
向新中国70周年华诞献礼。常
德市常务副市长陈恢清，新华
保险公司副总裁刘亦工、李源
等出席了此次活动。

开幕式上， 新华保险关爱
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为
常德市3242名环卫工人捐赠超
过3亿元保额的专属保险。 截至
目前，该公益项目已经覆盖全国
75座大中城市的近64万名环卫
工人，保额达到640亿元。
■通讯员 吴文捷 经济信息

新华保险第19届客
户服务节常德开幕

8日上午， 长沙市雨花区卫
计综合监督执法局工作人员来
到丽恩医美进行检查，医院各项
证照齐全， 针对黎女士的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时间过去2年，已
经过了追诉期，但可向司法机关
反映。

医院工作人员胡女士表示，
如果贷款的问题确实存在，医院
会负责帮助顾客解决。针对黎女
士提出的整形失败问题， 其答
复：“我们不认为手术失败，如果
有争议， 也可以走司法程序，愿

意配合鉴定， 并承担相应的责
任。” 院方愿意再找医生为黎女
士进行面诊，提供解决方案。

事实上，7月5日黎女士就
已经向贷款平台反映了情况。
随后，一名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我们还在了解情况，看是不是
数据方面出了问题。” 他表示，
现在的解决办法是黎女士按照
公司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由公
司转给银行申请调整。“我们会
加快处理， 争取减少对她的影
响。”

贷款整鼻子，还完款却成征信“黑户”
院方回复：贷款问题会尽快解决，不认为手术失败，愿意提供解决方案

“我每个月都按时还
钱， 上个月显示钱已经还
完，可没想到前两天我的两
张信用卡， 一张被限额，一
张被停用，到银行一查竟发

现我的征信已经成了‘黑户’。”7月8日上午，黎女士向三湘
都市报记者投诉，2年前她在长沙曙光中路丽恩医院分期贷
款做了鼻部的整形，效果并没有想象的好，如今贷款还完，
征信却遇到了麻烦。 记者对此事进行调查采
访。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谢文慧 雷其荣

黎女士在平台上的还款记录与
银行的信息不对称。

记者 石芳宇 摄

【事件】 贷款平台还完款，银行征信却出问题

事情要从2年前说起。2017
年6月24日， 黎女士在长沙丽恩
医院面诊， 准备做鼻子整形。她
提供了2张鼻综合手术通知单，
上面盖有长沙丽恩医疗美容门
诊部有限公司公章。“面诊定价
是48000元，当时资金确实有一
点困难，听到院方推荐有平台可
以做分期贷款， 我就同意了。之
后是他们帮我用手机操作，在即
分期贷款3万，分24期还。”

手术后，黎女士通过绑定的
工商银行卡在平台上进行还款，
每期还1550元。 即分期还款明
细显示，黎女士从2017年7月12
日第一期，到2019年6月12日最
后一期， 都有贷款还款记录，并

有账单贷款已结清字样。
可就在几天前，黎女士发现

自己的一张信用卡被停掉，另一
张信用卡被限额。到人民银行查
询后，她得知是整形的贷款出了
问题。 在银行的交易信息里显
示，黎女士逾期四期未还，最后
一次还款日期为2019年2月27
日，当前逾期金额为5652元。

面对这样的结果， 黎女士表
示很冤枉。记者得知，该医院因贷
款平台复杂，已经停止推荐贷款
业务。 而对于自己的整形手术，
黎女士也表示不满，“在整形两
个月后， 鼻尖左侧有软骨凸起，
因为手术后就怀孕了，所以一直
没有处理，希望医院能退款。”

【回复】 贷款问题会尽快解决，不认为存在医疗事故

今年上半年， 股票市场已经
落下帷幕了。据巨潮资讯统计，美
国市场三大指数累计收益均超过
15%， 其中代表高科技企业和创
新产业的纳斯达克市场更是收获
了近22%的涨幅。

据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显示，

融通深证100指数基金净值上涨
32.95%（同期业绩比较基准上涨
32.88%），在58只增强规模指数股
票型基金（A类）中位居第2。融通
深证100指数基金成立于2003年
9月30日，也是全市场最早跟踪深
证100的指数基金。 经济信息

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客服节南区开幕式举行

深100指数上半年领涨全球 仍处在战略性投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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