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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广告
责编/董富勇 朱忠诚

美编/雷林燕 照排/余佳维
社会 A11

迷路老人
骑着三轮车上了高架
警民合力助其回家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胡志东）慈溪
一位81岁高龄的老大爷清晨5时许从自家出发到
晚上9时还没回家，家人万分焦急，四处寻找，正当
一筹莫展时，当地交警打来电话称老人找到了。

前晚8时30分许，慈溪交警大队逍林中队值
班室接到市民报警，称在胜陆高架上有一名老人
骑着一辆人力三轮车，现场极其危险，旁边不断有
飞速驶过的汽车。

接到报警后，交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交警
到现场后，发现大爷神情疲惫，自称姓杜，一天没
吃东西了，从当天清晨离家后就迷了路，到现在还
找不到回家的路。”逍林中队中队长孙海鸿介绍
说，于是，交警就把杜大爷和三轮车带上警车，准
备先回到中队。正在此时，有一位同事说刚才在
微信朋友圈有多人转发的寻找老人的信息，与这
位杜大爷体貌特征很吻合，于是，交警根据朋友圈
的寻人启示信息上的手机号码立即联系杜大爷的
家人，让其来交警队确认。

约一刻钟后，杜大爷的家人急匆匆赶到逍林
交警中队。看到自己的父亲安然无恙，女儿杜女
士激动不已。杜女士表示，当天杜大爷在清晨骑
着一辆小三轮，载着自家田地里的蒜苗去农贸市
场赶集，卖完蒜苗后居然忘了回家的路。家人获
悉杜大爷走失后，想尽办法寻找，还委托慈溪的

“群狼救援队”写了一个寻人启示，在微信朋友圈
转发。没想到真的通过这种方式，在警民合力帮
助下，让迷路的杜大爷回到了家。

近日，镇海的李先生向晚报热线87777777反映，他去年7月花7000元买了一只卡地亚打火
机，10天前因打火故障送店维修，一周后却被告知不是正品。李先生质疑，自己购买和送修的都是
同一家店，为何买的时候是正品，送修后却不是了呢？而店家回应称，李先生购买的与送修的打火
机并非同一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000元买来的打火机被店家认定为非正品

购买的和送修的
是不是同一个打火机？

接到李先生投诉后，“范大姐消费维权工作
室”和义大道点为双方进行了调解。工作室的马
老师介绍，双方的争议焦点就是打火机的真假和
独立编码的认定。

调解过程中，店家提出打火机有可能被掉了
包，李先生则表示，身边朋友根本没有这款打火
机，不可能被掉包，再说自己当初并非是要退换打
火机，只是要修理而已，根本不存在欺诈的可能。
对于独立编码不同的争议，店家承认李先生购买

时店员没有特别说明，但仍然认定，李先生购买和
送修的打火机不是同一只。

“鉴于双方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根据
消费纠纷调解规定，只能暂停调解。”马老师提醒
消费者，奢侈品都有独立编码，这也是验证真实身
份的标志，购买时一定要看清楚是否与登记信息
一致。从店家的角度来说，如果购买时告知消费
者独立编码的相关事项，就可以避免类似纠纷的
发生。 记者 孔玲 文/摄

在卡地亚精品店，当班的文经理肯定李先生
在本店购买过卡地亚打火机，但送修的与购买的
不是同一只，她还拿出了店里销售的卡地亚打火
机和李先生的打火机进行核对。记者看到，两只
打火机看上去区别不大，只是机身的凹凸花纹有
深浅，机身底部均有6位数的独立编码。送修打
火机的独立编码“643399”与登记的独立编码

“444484”确实不同。
李先生说，购买时销售员并没有提到独立编

码，自己根本不知道机身底部的编码与店方登记
的编码是不同的。此外，如果这只打火机不是正
品，自己送修时为何店员不说？既然凭独立编码
就能验证真假，根本不需要一周后才回复打火机
不是正品。对此，文经理表示，此事要等公司方面
回应。

当天下午，卡地亚公关公司客户总监刘女士
回应称，事情发生后，卡地亚方面非常重视，一直在
与李先生积极沟通。对于李先生“送修时发现独立
编码不同，店家为何不马上提出”的质疑，刘女士
称，这是店方出于对顾客的售后负责，经专业人士
仔细查询后，发觉确实非正品，这才通知顾客。刘
女士认为，打火机购买已有数月，其间状况无从知
晓，而只有在店里购买的打火机，维修才有保障。

记者询问该店销售的打火机是否都是正品
时，刘女士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强调李先生送修
的打火机并非该店销售的，独立编码也不符，还要
向卡地亚方面反馈有关信息。她还说明，卡地亚
有严格的内部核查程序，此事已报备工商部门，如
果发现消费者有欺诈行为，公司将保留法律追究
权利。

“说打火机不是正品，这让我难以接受。”李先
生气愤地向记者说起购买和维修卡地亚打火机的
经过。去年7月27日，李先生带着女友来到位于
宁波和义大道66号的卡地亚精品店，本打算为女
友买块手表。看了一圈之后，女友却给爱抽烟的
李先生买了一只7000元的卡地亚打火机。

李先生回忆，当时销售员很热情，开具发票
和维修凭证单之后还让自己签了字。但李先
生说，由于维修凭证单上都是英文，自己能看
懂的只有“型号和品名”一栏写着“444484”几
个数字，当时并没有在意。此后几个月，打火

机都是随身携带，直到今年3月底发生打火故
障送修。

然而，等李先生一周后去取打火机时，却被维
修人员告知该打火机不是正品，销售员说，这只打
火机的机身独立编码与登记的独立编码不一样，
这让李先生很是诧异。为了证明自己购买的是正
品，李先生提出与当初卖给自己打火机的那名销
售员当面对质，但先后四次去店里，也没见到当事
人。询问店长和经理，一个说是此人已经离职，一
个却说在职，被弄得晕头转向的李先生，无奈之下
便向“12315”消费热线进行了投诉。

消费者质疑 买的时候是正品，修的时候不是正品？

店方回应 购买与送修的不是同一只

要确认独立编码与发票登记信息一致

李先生手拿的打火机，底部的独立编码与销
售单上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