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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保
成了“无处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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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天津陆港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证1本，车牌号为：津AT722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侯 有 兴 ，遗 失 就 失 业 证 ，证 号 ：

07025023，特此声明。

吸收合并公告
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6764335513C）与天津

市滨海新区塘沽给水管道建设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103654146B）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

在《滨海时报》刊登的吸收合并公告中，将

合并后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误登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现更正合并

后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1873.8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给水管道建设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李响，遗失《天津市滨海新区定单式限

价商品住房购房资格证明》一份，编号：

BD17061403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大沽海河客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海河渡2”号轮的《船舶国际证》，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陆坤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津 交 运 管 许 可 疆 字

120128300135号；遗失道路运输证1本，车

牌号为：津C23161，特此声明。

◎虚假宣传语 ◎免费变收费 ◎来回“踢皮球”

电商售后：想说爱你不容易
随着“双十一”网络促销活动结

束，电商产品售后迎来一年内的最高
峰。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电商带给消
费者便利的同时，一些产品因为销售
渠道不同、商家售后保障不规范，无
法进行正常的售后维修。甚至有部
分生活用品、家用电器等产品，售前
承诺的全国联保，需要维修时，却困
难重重，成了“无处可保”。

山东大学大四学生梁民不久前在一

家网上商城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商城的

售后条款中，明确写着“自行车享有全国

2000 家门店的售后保障。出现故障可

选择就近门店进行维修。”但当他去临近

专卖店修车时，却被告知“只能凭发票与

保修卡在取货专卖店享受保修。”

“本以为修车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

才发现，不仅不能就近保修，说好的全国

联保，竟然变成了只能去提车的店铺维

修，实在让人意外。”梁民告诉记者，当初

之所以买这个品牌的自行车，看重的就

是承诺的售后服务好，结果还是让他失

望了。

济南市民陈普近期遇到的“麻烦”不

是去哪儿修，而是无处可修。3个月前，

陈普买了某品牌的一款龙头式净水器，

最近净水器出现故障。“打了官方客服电

话，被告知这类产品不能上门维修。”陈

普说，在他一再坚持下，客服给了他一个

济南售后维修站的电话，但没想到的是，

维修站工作人员说这类产品没法修。

陈普告诉记者，由于不在同一城市，

网上店铺也不提供维修，只是邮寄了几

个配件让他自己更换。当询问为什么线

下维修网点不能维修时，店铺客服回应

称“线下没有这款产品，遇到问题再联系

店铺更换配件就行。”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王致

远告诉记者，近两年，受理互联网投诉比

例大幅上升，其中电商售后问题消费投

诉不在少数。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品牌盲目追求

销量，在销售中使用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宣传语，在产品售后服务上玩起了猫

腻。部分品牌的线上和线下销售代理

商不同，售后维修渠道并未打通。

一是宣传语与实际情况不符。陈

普说，他在维修净水器过程中最疑惑不

解的，就是在净水器的购买页面上明明

写着“上万家服务网点，覆盖乡村”“全

国联保”“终身质保”等宣传标语，但当

产品出现问题时，却没有一家售后网点

可以维修，“全国联保”成了一句空话。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宣称“全

国联保”的品牌，售后服务网点其实很

少，不少地区根本没有维修点。这些品

牌为了销量，在售后问题上“夸下海

口”，通过虚假宣传的方式减轻消费者

疑虑，当产品出了问题时，却置之不理。

二是电商产品遭到线下维修点区

别对待。多位消费者反映，在电商平台

购买的商品，需要维修时，经常遇到平

台客服将问题推给厂家，厂家又以产品

是网上销售为由，将责任推给电商平

台。这一线上不愿修、线下不愿管的现

象，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

有5年电商运营经验的从业人员张

弛告诉记者，网上店铺很多是代理商，

和线下品牌直营店的销售渠道不同，型

号也不一致，因此维修站点会拒绝维

修。这一问题症结在于厂家自身没有

统筹协调好线下线上渠道间的关系。

三是免费维修变成收费维修。在

一些产品承诺“全国联保”“1年免费维

修”的背后，仍有不少猫腻。记者近期

以维修为由咨询了几家品牌售后人员，

有客服表示，只有部分配件能免费更

换，但邮费需要买家承担。如需上门服

务，上门费、工时费也得买家支付。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新亮

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出

售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出现故障，消

费者要求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

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免费维

修变为收费维修不符合相关规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4.08万亿

元，其中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为3.13

万亿元。相关专家建议，随着电商蓬勃

发展，在法律对其约束的同时，也要积

极引导商家采取措施，通过打通线上线

下服务渠道，制定行业规范等方式，形

成重诚信、守承诺的行业秩序。

王新亮说，一些商家的虚假承诺等

不诚信现象，是一种欺诈行为，侵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除依据现行法规约

束商家外，电商平台可以加强对诚信商

家的宣传和推广，为诚信商家颁发诚信

经营许可证。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和行

业协会可推进商家信用体系建设，把各

地消费投诉情况进行量化，通过数值和

评级的方式给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引

导商家自我约束。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悦坦

说，企业应更加注重售后服务体系的打

造。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关系到企业品

牌形象，企业应在拓展维修网点的同时，

统筹好现有售后资源，打通线上线下维

修渠道，把所有产品都纳入服务范围。

针对消费者购买电商产品遭遇的

售后维修难题，王致远说，消费者网购

时要及时保存商家的宣传网页和有关

承诺，特别是保存好与商家的购物聊天

记录、相关支付信息等资料，并向商家

索要发票。一旦发生纠纷，及时拨打经

营者所在地的12315进行投诉，维护自

身权益。 据新华社

观
点

价格可以优惠
服务不能打折

电商售后有哪些猫腻调查

浙江省义乌市是闻名中外的小商品之都，

而在距今8000万到1亿年前，当地则是“恐龙

乐园”。浙江省的古生物学家经过近5年的调

查研究，已经在当地的观音塘村发现了上百个

恐龙足迹化石，数量丰富，保存密集。与恐龙

足迹化石“作伴”的，还有恐龙蛋化石和恐龙骨

骼化石。

恐龙的一生虽然会踩下大量足迹，但是只

有在软硬适中的土层上踩下的足迹，才有可能

形成化石。这样的土层最终会在漫长的岁月

中形成砂岩、页岩、泥岩等沉积岩，恐龙足迹化

石也只能出现在沉积岩中，而后岩头山的岩体

就属于河－湖相沉积岩。在观音塘村及周边

地区，古生物学家还发现了恐龙骨骼化石和整

窝保存的恐龙蛋化石。浙江自然博物馆副馆

长、恐龙专家金幸生说，义乌所处的金衢盆地

在当时溪流纵横，植被丰盛，且气候温暖湿润，

适合恐龙生活。 据新华社

欧盟要开所“间谍学院”

欧洲联盟决策机构19日批准17个防务合作新项目，包括研发一套新
型导弹系统和创建一所情报培训学校，使欧盟共同防务体系“永久性结构
合作”(PESCO)框架下的项目增加一倍。

11月20日7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六

号卫星及天平一号A星、B星，嘉定一号、软件

定义卫星4颗微纳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均进入

预定轨道。

试验六号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

测及相关技术试验。天平一号A星、B星主要

用于地面测控设备精度标校。嘉定一号卫星

由上海欧科微航天科技有限公司研制，是其低

轨商业通信卫星星座“翔云”的首发星。软件

定义卫星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研制，在轨主要开展安卓平台地面软件技术太

空移植及开源卫星软件研发等技术验证工作。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92

次飞行。 据新华社

我国成功发射试验六号卫星
搭载发射4颗微纳卫星

浙江义乌一村庄发现
上百个恐龙足迹化石

考虑加码

以美国官员和政府内部邮件为消息

源，《华盛顿邮报》最先报道这一动向。

一名了解情况的人士晚些时候告诉路透

社记者，把委内瑞拉列入“支恐”名单的

决策时间表没有确定。

一些内部邮件显示，美国国务院最

近要求多个政府机构就这一可能采取的

举措提意见，包括分管对外援助的美国

国际开发署、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及其下

辖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如，要求卫

生部反馈，如果认定某国“支恐”，会如何

影响美方经由第三方资助这个国家的卫

生项目。那些内部邮件没有指明是哪个

国家。不过，国务院上周召集大约20个

政府机构开电话会议，国务院官员伊丽

莎白·威廉斯确认是委内瑞拉，说政府

“不久”将作出决定。

就美方考虑指认委内瑞拉“支恐”，国

务院一名发言人拒绝回应，说媒体询问是

出于“假设的问题”。美国白宫、委内瑞拉

新闻部当天没有回复路透社提问。

难有证据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承

认，对美方而言，难题在于没有具体证据

证明委内瑞拉政府与恐怖主义有关联。

在一些美国专家看来，所谓委内瑞

拉威胁美国安全、与恐怖组织有染，并不

可信。他们警告，如果美国政府把委内

瑞拉列入“支恐”名单，却拿不出具体证

据，会损害这份名单的正当性。

美方所谓“支恐”名单现有四个国

家：伊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不少人

批评名单出于政治动机，且标准前后不

一致。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警告，大多数

美方援助经由联合国机构泛美卫生组织

提供给委内瑞拉。如果美国以“支恐”为

由停止援助，艾滋病及艾滋病病毒防治、

紧急疫苗注射、卫生专业人员培训等项

目会受影响，还可能妨碍拉美地区防控

传染病。一些专家说，扣“支恐”帽反而

可能有利于委方反美宣传。一些专家担

心，鉴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公开和

私下谈论过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

可能性，“支恐”可能成为军事干涉的借

口。《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幕僚反复劝

阻特朗普不要动用武力。 据新华社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19日在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参加欧盟理

事会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在

PESCO框架下推进17个新项目。

欧盟去年12月为推进欧洲防务一

体化创建 PESCO，现有 17 个防务项

目。防长会议的决定将使项目总数增

加至34个。

据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官方

网站发布的联合声明，新增项目覆盖

“海、陆、空领域的（防务）培训、能力开

发、战备状态以及网络防务”，包括研发

一套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电子战”能

力建设、研发新一代“欧洲无人机”和欧

洲装甲兵部队新战车、升级武装直升机

和加强“航天监视”合作。

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项目是创建

“欧盟联合情报学校”。PESCO 文件

显示，情报学校将与欧盟和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政府、各国情报和

安全机构合作，向各成员国情报人员

提供“情报工作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和

培训”。

欧洲共同体1991年11月通过《欧

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奠定欧盟现有经济和政治联盟机制的

基础，当时即设定“创建超国家联合情

报机构”和“培训联合情报工作人员”的

目标。只是，欧盟内部多年来就落实这

一倡议意见分歧、迟疑不决。

欧盟 28 个成员国中，25 国参加

PESCO，丹麦、马耳他和英国没有。英

国政府希望，即使明年3月底正式脱离

欧盟，依然能够作为“第三方”参与欧盟

防务合作项目，有机会分享欧盟计划投

入武器研发和军事技术研究的 130 亿

欧元资金。

但是，一些欧盟外交官说，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领导的政府至今没有与欧

盟就“脱欧”后的英欧关系达成协议，甚

至没有说服国内不同派别就现有协议

草案达成一致，给英国加入欧盟防务合

作项目增加障碍。

梅今年 2 月提议与欧盟签署一份

明年开始生效的安全合作条约，谋求

与欧盟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建立“深入

和特殊的合作伙伴关系”。欧盟高层

官员认为，英欧防务合作适合“单列”

讨论，不应淹没在“脱欧”协议谈判的

众多议题中。

以参与安全合作谈判的外交官

为消息来源，路透社报道，鉴于英国

不少政界人士质疑现有“脱欧”协议

草案，讨论英欧安全和防务合作“太

敏感”，何况部分欧盟国家原本对英

国“脱欧”后继续参与欧盟防务合作

项目有异议。

支持英国加入的欧盟国家以荷兰

和巴尔干国家为首；法国、意大利等国

希望对非成员国参与欧盟共同防务项

目设置高门槛；塞浦路斯则担忧，一旦

PESCO 对英国“例外”，土耳其同样可

能加入。

报道说，欧盟原计划 11 月就英欧

未来防务合作作出决定，现在推迟至

“最早12月、更有可能是明年”。

欧盟防务一体化推进缓慢，

争议点之一是欧洲发展共同防务

体系是否与北约作为欧洲“安全

保护伞”的功能重合。

欧盟就 PESCO 新项目发表

联合声明后，波兰国防部长马

里乌什·布瓦什恰克说，波兰决

定参与新项目合作，但强调北

约在欧洲防务中的主导地位，

认为 PESCO 应作为北约的“补

充”机制，而不应复制或取代北

约的功能。

波兰外交部一份声明援引布

瓦什恰克的话说：“北约才是构

成欧盟成员国防御能力的中流

砥柱，意味着欧盟任何拟议项目

都应该是北约框架下现有项目

的补充。”

他支持 PESCO 项目向非成

员国开放，“我指的是美国、挪威

和脱离欧盟后的英国”。

波兰防长的立场应和北约秘

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先前言

论，即PESCO框架内开发的武器

装备应该能够为北约所用。

据新华社

向各成员国情报人员提供教育和培训

项目倍增

英国尴尬

北约“补充”？

欧盟布鲁塞尔总部大楼欧盟布鲁塞尔总部大楼

■ 热点关注

美欲给委内瑞拉
扣上“支恐”帽子

美国政府知情人士19日披露，美
方正考虑把委内瑞拉列入“支持恐怖
主义国家”名单。一旦扣上这顶帽子，
美国可以限制对委内瑞拉人道主义援
助，在金融和经济领域进一步施压。

只是，美方难以拿出委内瑞拉所
谓“支恐”的证据。美国政府内部和一
些专家担心，这么做恐怕适得其反。

据美国媒体19日报道，芝加哥一所医院

当天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和一名

警察在内的四人死亡。

芝加哥警察局局长埃迪·约翰逊在当晚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天下午3时半左右，

枪手先在医院停车场对一名女性连开数枪，随

后进入医院内部任意开枪。据消息人士透露，

枪手与这名女性是情侣关系，两人因发生口角

酿成惨剧。

警方随后与枪手发生交火，一名警官受伤

严重，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在交火过程

中，枪手还击中另外一名女性，这名伤势严重

的女性最后也被宣布死亡。

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芝加哥市长拉姆·

伊曼纽尔说，遭枪杀死亡的两名女性都是该医

院的医务人员。当天下午4时40分左右，医院

宣布警方已经解除警戒状态。 据新华社

■ 新闻鲜看

■ 考古发现

美国

医院发生枪击案 4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