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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隐患曝光
回收真瓶装假酒
卖了3万罚15万
获刑3年

本报9月6日讯 将回收
的品牌酒空瓶灌进廉价白
酒， 再以优惠的价格出售来
赚取差价， 湖北男子雷某自
以为找到了“致富路”，却还
是难逃法网。

近日， 在长沙市天心区
人民法院， 雷某因涉嫌犯假
冒注册商标罪， 被天心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雷某从2017年下半年
起，花1000元租了长沙市芙
蓉区东湖街道东湖村3组一
处民房做制假作坊， 到处收
集品牌酒空瓶子， 并到超市
大量购置低价白酒， 将各种
低端酒按一定比例灌装，再
包装好售卖。

法庭上，雷某交代，共假
冒了13种品牌酒注册商标，
所制的假酒明显低于正品的
市场价，以每箱6瓶算，他卖
的茅台是1000元/箱， 而市
场价仅一瓶就要1500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雷某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贵州
茅台”等13种注册商标相同
的商标， 已查明销售金额
34050元， 扣押尚未销售的
货物价值约24万元。雷某假
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 非法
经营数额在25万元以上，情
节特别严重。法院当庭宣判，
判雷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两个
月，并处罚金15万元。同时，
追缴其违法所得34050元，
没收其被查扣的用于犯罪的
财物。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本报9月6日讯 湘潭市
民陈女士向三湘都市报热线
求助，称交了2万元定金购买
商铺后， 却发现置业顾问介
绍的投资回报与实际情况不
符，提出退还定金，被开发商
拒绝。4日， 本报记者陪同陈
女士赶到了现场。

回报与介绍不符
要求退买铺定金遭拒

今年7月初，在湘潭经营
一家建材店的陈女士受一名
老顾客的邀请， 前往位于株
洲芦淞区的蓝海家居装饰基
地看铺面。

现场置业顾问向他们介
绍了项目的优势，并称前1至
5年， 预计年回报率可达到
7%-9%，第6至10年，收益部
分按9∶1分成， 业主占9。“说
10至12年就可以回本。”

见有如此高的回报率，
陈女士心动了。7月29日下午
结束营业后， 夫妻俩赶到株
洲交了2万元定金，并签订认
购协议，认购了一处22.8平方
米的商铺，总价44万余元。

就在准备签订《商品房
买卖合同》时，陈女士发现，
合同中涉及到的投资回报率
与置业顾问所说的有出入，
“我就是冲着他们说的回报
率高才买的， 如果之前看了
合同就不会买了。”

多番交涉无果的情况，
陈女士向开发商申请退还定
金，遭到了拒绝。

未做回报承诺
是预计年回报率

4日上午，记者联系芦淞
区庆云山市场监管所工作人
员， 陪同陈女士找到了开发
商株洲雪松置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公司胡经理告诉记者，
他们出具的收据单上写的是
“定金”，按规定是没法退的，但
经过一番协商，公司最终还是同
意退还定金， 但须扣20%费用，
“我们产生了相关的成本， 再就
是也让他们吸取下教训。”

对于年回报率问题，胡经
理解释说， 在置业计划书中，
她们说的都是“预计年回报
率”， 未向购铺市民承诺过回
报率。

最终，在记者和市场监管
部门工作人员的协调下，开发
商同意全额退还陈女士交的2
万元定金。 ■记者 杨洁规

本报9月6日讯 9月4日16时许，
一辆运有蜜蜂的货车驶入湖南高速
集团岳望高速新墙河收费站X05车
道， 因运蜂车属于绿色通道车辆，收
费站工作人员需对该车进行验货拍
照。当车辆停稳后，不少蜜蜂却趁司
机打开车厢门之际“越狱”。不到几分
钟，新墙河收费站现场便聚集了上万
只蜜蜂，雨棚立柱、栏杆、收费亭窗上
都是它们的身影，还有不少蜜蜂在车
道上空盘旋飞舞，蜂群发出的嗡嗡声
不绝于耳，让当班人员和过往司机看
得心惊胆战。

一场人蜂大战随即展开。发现情
况后，新墙河收费站管理中心主任肖
国平立即关闭蜜蜂严重聚集的两条
车道，启动应急预案，并联系岳阳县
当地的养蜂人前来收蜂。由于没有蜂
王，养蜂人对这群飞舞的蜜蜂也无计
可施。

无奈之下，工作人员从站区搬来
推车和几个废弃空桶放置在蜜蜂聚
集的栏柱下方，点燃推车和桶内的枯
枝，采用烟熏的方式驱逐蜜蜂，但收

效甚微。见烟熏驱蜂的方式没有起到
作用，工作人员只能改用水枪喷射来
驱逐蜜蜂。为防止喷射时蜜蜂乱飞蜇
伤他人，收费站在各车道的安全岛上
都放置一个“烟熏”桶，并用衣物包裹
驱蜂人员的头部。 在一切安排妥当
后，工作人员便开始启用高压水枪进
行喷射，在水龙和烟熏的双重“攻势”
下，蜜蜂隐患终于被顺利排除，新墙
河收费站也恢复了正常和平静。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周景

为何蜜蜂会“越狱”
事后， 工作人员通过查询了解

到，有一种运输蜜蜂的方式叫做“开
门运蜂”，为防止蜜蜂热死，蜂箱是不
能关闭的。车辆开动时，车厢内部比
较凉快，蜜蜂不会乱飞；车辆一旦停
下，一些蜜蜂就会因闷热而飞出车厢
透气。因此，便有了蜜蜂“越狱”，收费
站被“蜂锁”的情形。

本报9月6日讯 8月以来，岳阳市
消防救援支队对城区人员密集场所
进行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发现岳阳国
贸置业有限公司国贸大酒店及岳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钟四海体育沃尔玛店存
在火灾隐患，可能严重危及公共安全，
依法对两场所进行了紧急临时查封。

执法人员发现，国贸大酒店存在
多个楼层喷淋管网压力值不达标，一
台喷淋水泵不能启动，屋顶稳压设施
和消防防排烟系统瘫痪等问题；钟四

海体育沃尔玛店存在未经消防安全
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瘫痪等问题。由于两个场所
存在火灾隐患将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支队执法人员将场所人员疏散完毕
后，依法对两场所存在问题的营业区
域予以紧急临时查封，并针对检查中
发现的火灾隐患当场提出了整改意
见， 责令场所负责人对隐患进行整
改，确保场所消防安全。

■通讯员 杨舒源

9月3日，郴州宜章县消防大队监
督检查人员对宜章县兆祥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管理的宜章县文化影视广
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发现其存在诸
多火灾隐患。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 它是迅
速扑救火灾、 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减少火灾损失的重要前提，不能
随便占用，必须时刻保持畅通。”当看
到消防通道被占用为停车位，消防大
队参谋黄强当即指出火灾隐患，“如
果消防通道堵塞， 一旦发生火灾险

情，将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强
对单位负责人强调。 随着检查的深
入，检查人员还发现该单位存在灭火
器过期、 地下停车场电线敷设杂乱、
不符合消防设计要求、地下停车场排
烟管道破损、消防控制室未按管理及
值班制度要求落实等问题。

检查结束后， 对于存在的问题，
检查人员现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
书》，要求负责人迅速落实整改措施，
切实消除火灾隐患，确保场所消防安
全。 ■通讯员 王卓君

蜜蜂集体“越狱”，“蜂锁”高速收费站
事发岳望高速新墙河收费站 在水龙和烟熏双重夹击下，蜂患消除

解密

文化影视广场消防通道成停车位

酒店、健身场馆存隐患被查封

本报9月6日讯 近日， 衡阳市南
岳区消防监督人员在检查中发现，辖
区童心幼儿园和鑫盛幼儿园两家幼
儿园存在突出安全问题，被列为重大
火灾隐患单位督促整改。

经检查，童心幼儿园存在应急照
明、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率大于标准规
定要求设置数量的50%；未按规定设
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室内消火栓系
统设置不符合标准；未按规定设置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等安全问题。

鑫盛幼儿园应急照明、疏散指示

标志损坏率大于标准规定要求设置
数量的50%；未按规定设置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
常使用；未按规定设置排烟设施等突
出安全问题。

消防部门依法判定两家单位为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并提请南岳区政
府进行挂牌督办。南岳区消防救援大
队将对两家隐患单位进行集中约谈，
确保火灾隐患整改到位。目前，两家
单位正在按消防部门的要求进行整
改。 ■通讯员 刘慧云

两家幼儿园被列为重大火患单位

说好的回报率缩水，要求退定金遭拒
买铺提醒：预计年回报率只是文字游戏，别轻信

预计回报率就是文字游戏
“他们没有承诺回报率， 所谓的预计年回报率，是

一种营销手段或营销术语。说的不好听点，就是跟你玩
了个文字游戏。” 芦淞区庆云山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介
绍说，“售后包租”、“返本销售” 都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销
售方式，消费者在选购商铺时一定仔细分辨，不要轻信
营销人员的话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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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启用高压水枪对收费站立柱上的蜂群进行喷射。 记者 和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