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主编 郑福荣 宋蕾 首席编辑 沈长佑 美编 石洋 校对 张琳

A05 关注

4S 店 2000 元优惠做饵
市民买车
“被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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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周年新安利：

用卓越体验
提升消费者权益

在 4S 店全款买了车，销售方却告知，只要
签一份贷款合同，可以优惠 2000 元。这
份贷款不仅由销售方帮你还，也不会对你
的征信有任何影响。如果你糊里糊涂签
了，就掉进“套路贷”坑了。
近日，在辖区整治工作中，盘龙区市场
监管局行政执法大队接到一起消费者举报。
举报人称其在某 4S 店以全款付清的方式购
买了一辆家用小型汽车。而在购车过程中，
销售方以给举报人 2000 元的价格优惠为由，
诱使举报人签订了另外一份贷款购车合同。
销售方告诉举报人，只要用举报人名字签订
贷款购车合同即可，
还款由销售方承担，
并且
这个贷款对举报人的征信不会造成影响。
然而，后来举报人买房时需要贷款，在
公积金管理中心查到其有一笔贷款尚未还
清，无法贷款；举报人立刻就与销售方协商，
希望解决这一笔贷款。但销售方要求举报
人承担 3000 多元的损失费，才能给举报人
提前还款。
举报人遂将此事举报到盘龙区市场监
管局行政执法大队。经盘龙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调查了解，4S 店确实
存在违法行为，并依法对销售方进行了罚款
的行政处罚。

温馨提示

1. 不能盲目听信商家宣传

被销毁的崴货涉及 14 个大类

官渡区

集中销毁 40 多吨崴货
昨日，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查处没收的假冒伪劣建材、
汽车配件、家电等物品进行集中
销 毁 ，共 计 40 多 吨 ，货 值近 300
万元。
据悉，在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9 年“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消费维权系列活动中，销毁的
假劣商品涉及食品、药品、计量器
具、农资、纺织品、日化用品、服装、
鞋类、儿童玩具、家纺、建材、汽车

理性看待商家发布的优惠活动，
询问清楚后
再选择是否参与优惠。

五华区

2. 签合同要慎重

签订合同前要仔细阅读条款，发现不合
理之处可拒绝签订。如果已签订，务必保留
好自己那份合同，留作凭证。付款后也要保
存好收据等相关材料。

3. 解决方式

如果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与经
营者发生消费纠纷的，
消费者可以先与经营者协
商和解，
或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也可以向市场
监管部门投诉，
还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
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
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王磊

配件、家用电器及通讯设备等 14
个大类。现场相关执法人员介绍，
查处没收的假冒伪劣商品中，一部
分来源于生产厂家举报，经相关单
位鉴定后收缴，另一部分则来源于
监管局日常监管查处。记者在现
场发现，其中不乏西门子、知名家
电，从外观和包装上看，消费者很
难辨别真伪。
本报记者 罗宗伟
通讯员 熊艳琳 林增 摄影报道

集中销毁 30 余万元崴货
昨日，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集
中销毁一批已结案的涉案侵权及假
冒伪劣物品，涉及不合格食品、假冒
名酒、侵权箱包、饰品、日用百货、医
疗器械、汽车配件、不合格儿童玩具
等上百个品种，案值 30 余万元。
据了解，近段时间以来，五华区
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打击商标侵
权、打假治劣、
“保健”市场乱象整治、
网络商品交易、违法广告的监测等领

如何才能切实保障并提升消费者
的权益？即将成立 60 周年的安利认
为，唯有坚持生产安全优质的产品，优
化消费体验，
不断满足和保障消费新需
求，
才能走在提升消费者权益的前列。
据介绍，安利推出了 30 天无忧退
货保障机制。在保障期内，顾客如对
购买的产品不满意，可以依据公司规
定在 30 天内随时退换货。甚至对于
已开封使用的日化产品、美容化妆品
等，如果使用未过半，都可退货并获得
等值购物券补偿。
安利连续 12 年荣获中国食品安全
年会颁发的
“百家诚信示范单位”
称号；
连
续8年荣获中国质量检验协会颁发的
“全
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称号。
近年来，安利积极动作，陆续实施
数字化战略、体验战略和年轻化战略，
打造线上移动电商平台，
布局线下体验
馆、
体验店，
开展社群经济，
为消费者提
供全新的安利式 O2O 卓越体验。截至
目前，
安利自有线上平台上产生的销售
额已超过安利年销售额的 80%。
在物流端，安利与京东物流合作，
打造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目前，安
利家居送货一、二线城市 24 小时即可
到达，
偏远地区也缩短到 3 天以内。
最后，安利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
“正品源于正道”，请选择从安利营销
人员、店铺、安利云购等正规渠道购买
安利产品，谨防其他渠道假货侵害。
本报记者 曹婕 实习生 朱婉琪

域组织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行
动，有效遏制了违法行为的蔓
延。同时根据群众举报、投诉
及配合相关商标所有权人的打
假行动，查获并没收了大量侵
权及假冒伪劣商品，有力地打
击并震慑了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及侵权违法行为，维护了广大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宋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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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名酒不用到处跑

滇池路正规实体店长期诚信收购茅台酒
郑重声明

金钱葵杨总经理

近期，
市场上出现了其他
从事名酒收购销售的“金钱
葵”，
现我公司郑重声明：
我公
司仅在蓝山数码、德宏酒店、
福景路开设有三家店，
绝无其
他分店，
敬请消费者区分。

近年来，老酒的价值逐步被
人看好，
市民都希望选择到一家信
誉好的公司把珍藏的名酒出个好
价格。位于滇池路的金钱葵酒业
实体店，
规模大、
信誉好，
长期收购
老茅台、五粮液等名酒，
收购价基
本高于市场均价 20%，雄厚的实
力和专业性为市民提供一份安心
和保障。

作为行业资深人士，金钱葵
的杨总经理见过不少好酒，据他
介绍，
所谓的
“好酒”
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指酒的品牌好、年份好，
二
就是酒的品相好。近日，杨总收
到两箱上世纪 90 年代的老茅台，
从年份讲，
两箱酒同属相同年份，
也都是成箱收藏，但价格却差别
很大，
原因就在于贮存的方法上。

价格高的那箱酒，藏友原箱
保存，
连封条都没撕开，
一直贮存
于避光阴凉的地方，还用被单包
了个严严实实。茅台的醇香和价
值就在这份呵护中得到升华。
本着让顾客放心来、满意归
的宗旨，金钱葵真诚对待每一位
到店的顾客。喜欢名酒的快去金
钱葵看看，
也许惊喜就等着你！

本公司长期高价收购各年份茅台及各种名酒、
洋酒、
冬虫夏草，
提供免费上门收购、
鉴定服务，
量大价更高。
销售茅台、
五粮液、
国窖1573等各种名酒，
郑重承诺保证正品！
昆明总店：
滇池路蓝山数码国际公寓 3 幢 9 号商铺(青少年活动中心斜对面) 乘坐 160、44、73、89、91、93、106、120、152、K25、Z13、A1、Z12 路到老年活动中心站
昆明一分店：
滇池路德宏酒店一楼大堂（省人大对面） 乘坐 44、73、89、91、93、106、120、152、160、A1、K25、Z12、Z13、Z72 路到金牛小区站 昆明二分店：
福景路 412 号
电话：
13888877663、13888311919、13518738699 杨辉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