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开车撞人后掉头还要撞
怀疑遭遇碰瓷

本报讯 （记者 侯金花）1 月 13
日 18 时，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接到
市民反映，在七一路公交港湾处，一
辆轿车将行人撞伤， 掉头逆行欲再
次撞人被拦下， 伤者正在青海省中
医院接受治疗。

13 日 19 时，正在接受治疗的伤
者索先生告诉记者，13 日 15 时左
右，他和朋友在公交港湾行走，一辆
黑色轿车快速向公交港湾开来，情急
之下，索先生靠边避让，但还是被迎
面而来的轿车撞伤了腿， 因为疼痛，

索先生坐在了路边。
“开车的是个穿黑夹克的小伙

儿，当时情绪比较激动，把我撞伤后
还骂骂咧咧的，说我碰瓷，又掉头来
撞我，还打了我几拳。 ”索先生说，
车掉头后再次撞过来时， 幸亏被朋
友拦下，不然肯定要出事。

据高先生回忆，事发时，围观的
几名群众试图劝阻年轻男子，但男
子不予理会，男子还与一名开三轮
车的市民发生了言语冲突。 附近商
铺的一名服务员称，被撞的过程没

有注意到，事发后，只看到一名中
年男子坐在地上，两名女子极力撕
扯年轻男子上车，而年轻男子情绪
极为激动。

14日 9 时， 记者来到省中医院
骨科，“伤者踝关节软组织损伤，消
肿后，还要进一步检查才能定论。 ”
省中医院骨科郭医生如是说。 目前，
警方已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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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商铺遭“李鬼”POS 机暗算
本报讯（记者 姚宇轩）去年 12

月 25 日本报刊登《“李鬼”打着银
联旗号安装 POS 机》 一文后，“李
鬼”POS 机的问题引起市民关注。 1
月 14 日， 市民陈先生向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反映， 他和周围商户办理
的 POS 机也是打着银联旗号的“李
鬼” 办的， 对方收了押金后玩起了
失踪。

陈先生说，去年 12 月，一名自
称银联工作人员的女子来到店里推
销 POS 机，称手续费不仅低，还不
需要任何手续就可直接办理。 刚开
始陈先生有些怀疑， 但是看见别的
商铺也办理了她的 POS 机，便交了
2500 元的押金安装了一部。

POS机安装之后，陈先生发现并
没有像女子说的那样好用。 “每次
刷卡，钱都是好几天以后才到账，最
慢的一次等了一个星期。 ”2014 年
12月 25 日，陈先生看到本报刊登的
《“李鬼” 打着银联旗号安装 POS
机》 一文后， 才知道银联并不安装
POS 机， 而且这种来路不明的 POS
机也不安全。

陈先生和商户们为了退掉 POS
机，联系办理 POS 机的业务员退押

金，但业务员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后来，陈先生通过别人留下的名片，
找到了该公司的青海地区负责人小
白。 小白称，他只是代理商并且早就
不干了，押金也交给了总公司，只能
找总公司要。

随后， 陈先生根据小白提供的
电话， 又电话联系安装 POS 机的总
公司，公司的老总告诉他，青海分公
司已经倒闭了， 押金也没有交给总
公司，而是被业务员平分了，所以让
他找小白要。

“当时说好的随时可以退押金，
可是现在业务员不干了， 公司也倒
闭了， 我们这些商户的 POS 机押金
该问谁要？ ”陈先生很郁闷。 1 月 14
日，陈先生为了试探小白，说一个朋
友需要办一个 POS 机， 小白并没有
提公司倒闭的事情， 而是热情地推
销起 POS 机来。

15日， 记者联系到了安装 POS
机的总公司， 对方说辞基本与告诉
陈先生的一致， 称总公司没有拿押
金。 让记者奇怪的是，小白在电话中
一口咬定总公司拿了押金。

记者调查中发现， 双方并没有
支付业务许可证，只是代理商，而且

也并非是银联的下属单位。 据了解，
中国银联是银行卡组织， 主要提供
银行卡转接清算服务， 并不参与
POS 机的安装，也不销售、布放 POS
机，而近几年收单市场开放，很多除
了银行外的非金融支付机构也获准
开展线下 POS 收单业务， 于是许多
打着银联旗号的“李鬼”公司，偷偷
卖起了 POS 机。

中国银联青海分公司提醒广大
市民和商家， 安装了一些非法支付
机构的 POS 机， 会存在资金安全风
险。 这种机构代理层级关系复杂，一
旦出现刷卡资金未到账 ， 或收了
POS 机押金但未装机等情况， 有可
能会出现代理商“失踪”或无回应
等问题，从而造成商家资金损失。 广
大商户如需安装 POS 机， 成为银联
卡特约商户， 请务必选择正规银行
或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公
布 的 具 有
“银行卡收
单”支付牌
照 的 非 金
融 支 付 机
构。 追踪报道

包席不备案 餐馆要挨罚
本报讯（记者 杨健）春节期间，城北区大中型餐饮

单位有 5 桌以上（含 5 桌）、50 人以上（含 50 人）聚餐
的包席或重大接待时，必须向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餐饮服务监管科备案，如果有包席不上报，食药监部门
将对其进行处罚。 1 月 15 日，记者从城北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了解到，此项规定从即日起实施。

据介绍， 此举是为了保障节日期间市民的饮食安
全，维护高峰时期餐饮市场的正常秩序。此外，城北区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组织辖区内 21 家大中型餐饮单位
的负责人与后厨管理人员，进行餐饮行业食品安全知识
的培训，针对春节期间婚丧嫁娶、群体聚餐比较多的现
状，食药监部门要求餐饮单位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健康
证等证件必须有效，厨房条件与卫生必须达标，设施设
备以及所进食品原材料索证索票必须齐全，所进食品原
材料索证索票必须完整，在做好及时上报备案工作的同
时，还必须做好食品的留样与登记。

宁大路千米路面被污染
涉事单位受处罚

本报讯（记者 杨健 通讯员 赵青)1 月 14 日，城北
区城管部门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宁大路中央有大量液态
污染物，绵延一千多米。执法人员根据油污顺藤摸瓜，最
终发现生物园区一厂区单位在运送散装物品的过程中，
由于运输车辆密闭不严造成车内拉运物沿路洒落，致使
厂门口至宁大路以及海湖大道路面不同程度受到污染。

14日上午 9 时许，正是上班早高峰，为方便行人和
过往车辆通行，消除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及时联系厂区
负责人，对主要负责人批评教育，讲解相关法律知识，下
达限期整改通知书，依据《西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依法对该厂予以行政处罚，责令肇事单位立即安排
人员清扫污染路面。

经过整治，路面上的污物已清理完毕，被污染的路
面基本恢复原貌。

被污染的路面 。 本报记者 杨健 通讯员 赵青 摄

1 月 14 日，市民向
本报记者反映，昆仑东
路两边的路灯大白天
都亮着。 随后，记者联
系了西宁市路灯管理
所， 相关人员表示，修
护人员正对该路段的
路灯检修，检修完毕后
路灯将恢复正常。
本报记者 徐美丽 摄

“新福瑞迪、为爱而生”，“幸福
家轿”新福瑞迪是东风悦达起亚秉
持幸福理念而打造的一款杰出家
轿，自上市以来畅销车市。转眼 2015
新年到，为新福瑞迪喝彩，掌声经久
不息。

新福瑞迪外形新锐动感， 朝气
和沉稳兼备， 气质旷达的虎啸式前
中网是起亚家族标志脸谱。 新福瑞
迪拥有领先且经济耐用的动力性
能。 福瑞迪采用 1.6L 伽马发动机，
具有 CVVT 即连续可变气门正时技

术， 最大功率为 123ps/6300rpm，最
大扭矩 155Nm/4200rpm，响应灵敏，
起步轻快，动力储备充裕，领先同级
车型动力水平。

新年新风，福往福来，福瑞迪新
年行，一路好景，一年好景。

新年新风气 新福瑞迪伴你 2015 一年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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