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辛文）11 月 2 日 19
时许， 在省城西关大街博纳广场路段，
一辆 35 路公交车与 102 路公交车相
撞，两车的后视镜撞碎。 由东向西方向
马路全部堵死，车辆排起长龙。

19 时 10 分， 车牌为青 A·60977 的
35 路公交车与青 A·60331 的 102 路公
交车相撞， 司机打开车门让乘客先下
车。 “我刚上车还没站稳，两辆车就撞
上了， 听他们说两名司机好像在斗
气。 ”事故现场的王女士说，虽然没有
乘客受伤，但是司机的行为就是在拿乘
客的生命安全当儿戏。

在事故现场，35 路公交车的后视镜
掉落在地上，102 路公交车的后视镜严
重受损，且公交车车身紧贴在马路中央
的隔离栏上。 车祸发生后，两名司机争

吵不断，谁都不退让。
“我当时正好路过， 看到两辆公交

车越离越近， 砰的一声就撞上了。 ”目
睹整个事件的赵先生说：“本来是个很
小的事，双方只要互相让一下，让对方
先行，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为
了争一时之气，不顾车上的乘客，太不
负责任了。 ”这起事件引起市民围观。

事故发生几分钟后，西宁市城西区
交警大队的交警赶到现场。 交警让两名
司机拍摄现场事故照片后，让他们先把
车开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再处理。

由于两车的后视镜交叉在一起，交
警先指挥 102 路公交车司机向后行驶，
再转动后视镜， 许久才把两辆车分开。
19 时 20 分， 交警指挥公交车先向西行
驶，交通逐渐恢复正常。

骗子住院也不消停
诈骗病友三万多元

本报讯 （记者 祁宗珠 通讯员 周学森
冯继忠） 近日，24 岁的和某住院期间诈骗
同室病友，被城北警方抓获，此前，和某就
曾因诈骗获刑。

2014 年， 和某以给他人办驾照为由
诈骗钱物被城西区人民法院判处缓刑 。
今年 9 月， 和某因患病入住西宁市某医
院。 住院后，和某向同室病友吹嘘自己是
某汽车销售部经理， 声称自己办理车辆
保险有优惠。 病友信以为真，向和某的银
行卡上转了 1.9 万元。 和某得手后继续
施展骗术， 以办理加油充值卡为由诈骗

病友 1.6 万元。 20 天之后，以购买车辆保
险和办理油卡获赠两部三星手机为由，
又骗得受害人 600 元， 分三次共诈骗受
害人 35000 余元。

得手后，和某离开医院，受骗的病友联
系不到和某， 于是报警。 接到受害人报警
后， 城北公安分局二十里铺派出所民警立
刻展开调查，10 月 15 日，和某在城北区宁
张路被蹲守民警抓获，经审查，嫌疑人和某
对自己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 和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城北警方
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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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档消费维权专栏是青海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 青海省消费者协会与西海都市报社合
办的一档为全省广大消费者解决消费问题的
栏目，依据阶段宣传中心，又分“放心消费，
消费维权在身边”“大美青海，消费维权伴你
行”和“净化市场环境，守护消费安全”三个
分栏。 栏目的宗旨是：携手共治，营造安全放
心和谐的消费环境。 该栏目集消费投诉、消
费资讯、消费指南于一体，开设有维权帮办、
新闻动态、消费常识、维权案例、识真辩假、消
费调查、法律法规等内容。 旨在为消费者提
供全方位的消费维权服务，普及消费常识，解
决日常生活中与消费相关的大事小情。

栏目于 2015年 11月正式开通，并在青海
新闻网、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青海省消
费者协会网站同时开通宣传窗口。 青海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青海省消费者协会、西海都市报社
真诚期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 不断完善栏目
内容，提高宣传质量。同时，欢迎广大消费者提出
意见和建议，并积极提供维权线索，您可以通过
以下方式联系我们：1、 热线电话：0971-12315
(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0971-8243437 (青海
省消费者协会) �、0971-6132435（西海都市报
社）2、登录网站 www.qhaic.gov.cn（青海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www.qh315.org（青海省消
费者协会网站），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放心消费，消费维权在身边
开栏语

针对平板电视机标配的座架使用率不
高， 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挂架产品缺乏
统一标准、 价格质量相差悬殊、 存在安全
隐患、 在安装中存在二次收费问题、 容易
导致消费纠纷等问题。 10 月 23 日，北京、
天津、上海、青海等全国 34 省市消协（消
委会、消保委）及中国消费者报社，共 35
家消费维权单位联合向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消费建议：调
整平板电视机安装配件供给方式， 尽快出
台电视机挂架国家标准。

座架作为标准配置使用率不足一半
今年 6 月和 10 月，35 家消费维权单

位在海尔、 夏普等全国 8 家主流品牌电视
供应商参加的座谈会上了解到， 座架无一
例外成为以上企业平板电视机销售的标准
配置， 但在实际安装过程中， 挂架却是相
对主流选择。

在之后的专项调查中发现， 消费者家
庭使用电视机挂架，占比为 50.11%，随机
附带座架近一半闲置。 以某品牌 46�英寸

平板电视机座架为例， 整体造价在 200 至
300 元之间。据了解，2014 年全国平板电视
销量达到 4200 万台， 以此估算每年约有
2000 万个电视座架浪费， 如果每个按照
200 元计算，浪费估值达 40 亿元。

挂架安装方式产生二次消费纠纷不断
增加

目前，平板电视安装过程中，如果消费
者选择挂架安装， 则往往需要单独付费。
在平板电视安装方式调查数据显示：在
673 例调查中， 免费得到挂架安装的消费
者家庭，仅占 15.90%；其它用户平均需另
外付费 175 元，购买挂架，增加了消费者的
实际支出。

并在购买过程中， 安装人员通常以安
全为由拒绝使用消费者自己购买的挂架产
品， 强制购买安装人员带来的产品， 且很
少主动提供产品合格证、 说明书、 价格明
细表、 收款票据。 容易产生安装环节责任
不清、费用不明等消费纠纷。

平板电视机挂架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 平板电视机挂架产品没有相关
国家标准， 厂家生产的挂架产品质量不
一，价格差异悬殊。

在安装方面， 平板电视机挂架式安装
需要打孔使用膨胀螺钉， 具有较高的专业
性，《家用平板电视接收机安装和维修服
务技术规范》中规定安装需“经国家和行
业认定的具有执业资格的人员或经企业培
训合格的专业人员”。 而现实中，产品和安
装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
服务时享有人身、 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
利。 平板电视机挂架产品质量、 安装服务
质量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使用安全， 亟待通
用国家标准的出台， 为现实或潜在可能产
生的问题提供依据。

综上，35 家消费维权单位向工业和信
息化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建
议： 调整平板电视机安装配件供给方式，
尽快出台电视机挂架国家标准。

建议一、 调整平板电视机安装架供
给方式为 “免费提供座架或挂架”，消
费者可以 “二选一”， 并享受免费安装
服务。

建议取消座架随机销售， 生产商提供
座架或挂架两种安装方式， 供消费者在购
买平板电视机时自行选择。 可随电视机送
货至消费者家， 或由安装服务人员上门安
装调试时携带相应配件， 安装服务全部免
费并承担相应责任。

建议二、 尽快出台平板电视机挂架产
品的通用国家标准。

挂架关系到平板电视机的使用安全，
35 家消费维权单位建议尽快制定出台平
板电视机挂架产品的通用国家标准。 首先
要对主要零部件的材质、 加工工艺、 承载
重量等要有明确规范； 其次对挂架的安装
固定， 如对墙体固定方式、 固定用材料的
强度等要做具体要求。 同时， 建议加大对
挂架产品的检测、 监管力度， 杜绝不合格
挂架产品流向市场。

35家消费维权单位向工信部、标准委建议：
出台平板电视挂架标准 安装方式“二选一”

引蛇出洞：民警抓获 13 名瘾君子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10 月 29 日，西

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北大街派出所根据一
条意外发现的贩毒线索，相继抓获 13 名瘾
君子。

半个月前， 北大街派出所民警在办案
过程中发现， 一名身高 1.7 米左右的男子
骑着摩托车在曹家寨村附近贩卖毒品。

根据这一线索，派出所展开调查，发现
这名男子姓谭，甘肃临夏人，经常骑着一辆
红色的摩托车在西宁的大街小巷贩毒。

10 月 29 日一大早， 北大街派出所民
警从相关部门得知， 当天上午谭某将会在
城东区康乐附近出售毒品， 派出所民警赶
紧出动，安排布控。

10 时 30 分许，头戴黄色头盔、骑着红

色摩托车的谭某出现在湟中路北口。当时，
为了躲避警方的视线， 谭某让前来交易毒
品的男子混入湟中桥北口的旧货交易市
场，试图在市场内交易。

当便衣民警走进市场内，假装购物时，
狡猾的谭某为了安全交易， 远远地打电话
通知交易者，在市场外交易。等前来交易的
人走出市场后，谭某让其上车，拉着交易者
往西去了。

办案民警怀疑， 谭某将再次变换交易
地点， 紧随其后跟踪时， 摩托车停在了路
边。摩托车停住后，谭某从左侧外衣口袋中
掏出一小包毒品，交给交易者，并当场收了
380 元现金。 眼看着谭某即将骑车逃窜，民
警赶紧下车，将其堵在路边。 随后，办案民

警从谭某身上查获 4 小包毒品。
讯问中， 谭某交代当天只带了 5 包海

洛因，每包以 400 元的价格出售。就在讯问
过程中， 民警又从谭某的衣服口袋里搜出
了 5 部手机。

民警带谭某回派出所的路上， 谭某其
中的一部手机响起来，接通电话后，对方要
求谭某到曹家寨附近的博雅路供货， 于是
派出所民警想出了引蛇出洞的办法， 在博
雅路将前来交易的男子抓获。

当抓获这名男子后， 谭某的另外一部
手机再次响起，对方要求到博文路交货。民
警再次出动，在博文路将另一名男子抓获。

办案过程中， 谭某的 5 部手机一直响
个不停，要求谭某前往南山东路一家属院、

七一路延伸段白家巷口、 韵家口一小区交
易毒品，民警随即出动，先后抓获 13 名吸
毒人员。

据办案民警介绍，29 日北大街派出所
共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14 人， 年龄在 30 岁
至 50 岁之间，其中谭某为贩毒人员，其余
13 人均为吸毒人员。 目前，谭某已被城中
警方刑事拘留，13 名吸毒人员中，6 人被强
制戒毒，7 人社区戒毒。

公交车相撞 堵死整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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