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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优信’买到了泡水车，为
了维权还找‘中车检’验车出具报告，
但‘优信’却不认，维权迟迟没有结
果。”

昨日，沈阳的另一位车主赫先生
联系本报记者投诉，相比之前投诉的
小孔，赫先生显得更加着急，因为买
车已经快一个月时间，临近“优信”退
车政策承诺时限，而自己也花了8000
元去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了验车，

“能做的我都做了，‘优信’就是不承
认，不理你。”

“优信”提车第二天
4S店说是水泡车

赫先生 10月 10日在优信全国购
平台上选中的一款吉利帝豪轿车，信
息显示这辆车车龄一年，行驶里程
3600公里，总价5.6万签合同成交。

等待了近一个月时间，赫先生11
月5日在铁西区保工街的优信二手车
全球购沈阳交付中心接手了这辆车。

当天，赫先生发现车有很多毛
病，“暖风没有，手刹自己刹车。”但车
辆交付时，“优信”仅告知赫先生雨刷
器有毛病，并称：“车还很新，还在 4S
店质保期内，可以自行去4S店修。”

11月6日赫先生把车开到4S店，
技术人员一番检修后，竟然告诉赫先
生这是一辆水泡车，而且“水都淹过
方向盘了。”

技术人员向赫先生指出，这辆车
空调不好用的原因是电路系统的问
题，很难维修。并且车多处细节都可
见泡水痕迹，水位的高度已经达到方
向盘位置。空调电路系统已经被水
泡坏，这样的问题不在质保范围内。

车主自费8000元鉴定
检测结果：泡水车

听说车被水泡过，赫先生马上联

系优信二手车全国购的客服，对方要
求其提供证据。

11月7日，赫先生再次到4S店询
问，对方建议赫先生去权威第三方鉴
定机构检测并出具报告。

为了维权讨一个说法，11 月 8 日
赫先生找到辽宁中车检机动车鉴定
评估有限公司，花8000元对车辆进行
了检测评估。

赫先生的车辆检测报告显示，
“经拆解发现送检车辆驾驶室内线束

及插头端子存在泥沙水渍，仪表支
架、点烟器及USB插口锈蚀霉变。一
般情况下泥沙水渍覆盖在电路接头
端子表面，在车辆使用中部排除电路
产生接触不良、短路、断路、烧毁的现
象。对送检车辆的电气设备产生危
害，对车辆造成安全隐患。”

最终鉴定意见“鉴定车辆为泡
水车。”

鉴定报告“优信”不认
指定拍照又说看不出问题

拿着鉴定报告，赫先生再次找到
优信二手车全国购客服，对方却对这
份报告中的结论并不承认，称需要到
优信平台指定的地方去检测。

11月20日，赫先生到“优信”指定
的修理厂检车，工作人员拆车并拍
照，并称已经上传给优信总部售后。

之后，一个名为“优信售后专员”
的人与赫先生互加微信好友，告知赫
先生：“说由她全权处理这个事，让我
不用理其他人。”

11 月 29 日“优信售后专员”向赫
先生表示，车源认为车没有问题，称
赫先生在”优信“指定地点拍摄上传
的照片中看不出问题，并没有给出进
一步指示。

直至昨日，由于对方没有留下电
话号码，赫先生只能通过微信再次与
这位“优信售后专员”联系，多次拨打

对方语音电话，“要么没人接听，要么
被对方挂断。”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赫先
生称，自己购买的也是“优信”的“金牌
认证”车辆，怎么会被这样冷漠对待。

连续卖出问题车
“优信”无人回应

从 11 月 5 日交付车辆的赫先生
到 11 月 24 日交付车辆的小孔，在短
短 20 天里连续有沈阳车主在优信二
手车全国购平台购买到“问题车”，都
未得到对方的积极态度。

小孔昨日表示，从这件事被报道
之后，始终没有接到“优信”方的任何
消息，对方一次也没有联系他。

在赫先生与“优信售后专员”的
聊天记录中显示，在 11月 29日之后，
曾多次以微信语音等方式试图与对
方联系，但都未能接通。

当着记者面，赫先生再次与对方
联系，仍没有人回应。

记者曾在 11 月 30 日采访中，与
优信二手车全国购的客服取得联系，
对方一名售后人员表示将有专人回
复记者。但时至今日，没有人回复。

昨日，记者再次与客服联系，对
方表示将如实将情况反映给上级部
门，尽快答复。但至记者截稿时，还
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吕洋

新闻闪回：因为信任“优信二手车全国购”承诺的严选服务，沈阳的小孔（化名）精心挑选了半年才在该网上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奥迪Q5汽车。然而让他万万没
有想到的是，车辆交接完去加油，车却直接趴窝在加油站无法行驶。小孔联系救援将车拖到 4S店检查，发现“变速箱不是原厂油”“变速箱故障无法行驶”。
因为变速箱、发动机被动过却不是在 4S店维修，4S店已经无法提供质保。小孔怀疑，自己买到的是一辆问题车。小孔认为“优信二手车全国购”网站销售过程
中存在欺诈，应全额退车、包赔附带损失，更要依法维权索赔。

新闻到底：《“优信”上买二手车 开出1小时坏了》②

又一车主称在“优信”买到“问题车”
花8000元做的“中车检验车报告”鉴定结果为泡水车“优信”不承认

12月3日零时，国内成品油零售
限价上调窗口将开启。据卓创获悉，
本轮零售限价汽油上调幅度为 55
元/吨，柴油上调幅度为 50元/吨，折
升价 92 号汽油与 0 号柴油均上调
0.04元。据卓创资讯统计，本轮调价
正式落地后，2019 年国内成品油零
售限价已历经 24 次调整，其中 14 次
上调，7次下调，3次搁浅。涨跌互抵
后，汽油累计上调幅度均为 445 元/
吨，折合成升价，92号汽油累计上调
0.35元，0号柴油累计上调0.38元。

在本次调价政策落地后，油箱容

量在50L的家用轿车，加满一箱92号
汽油将较之前多花2元，出行成本小
幅增加。以月跑 2000 公里，百公里
油耗在 8L 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
次调价窗口开启（12月16日24时）之
前的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
将增加3.2元左右。物流行业支出成
本出现增长，以月跑 10000 公里，百
公里油耗在 38L 的斯太尔重型卡车
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
成本将增加76元左右。

综合来看，新一轮原油变化率初始
或在负值范围内，成品油市场或迎下调

可能，调价窗口为12月16号24时。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月宏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胡婷婷报道 从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沈阳市上调公益性岗位人员的
岗位补贴标准，调整后每人每月最高
可领2300元。

近日，沈阳市人社局发布通知调
整沈阳市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岗位补
贴。“因为沈阳市的月最低工资标准
已经上调了，经研究决定，从2019年
11月1日起，沈阳市公益性岗位人员
岗位补贴也进行上调。”

和平区、沈河区、大东区、皇姑
区、铁西区、苏家屯区、浑南区、沈北
新区、于洪区公益性岗位的岗位补贴
由每人每月 1620 元调整为 1810 元；
新民市、辽中区、法库县、康平县公益
性岗位的岗位补贴由每人每月 1350
元调整为 1540 元；全市困难家庭大
学生公共就业服务岗位的岗位补贴

由每人每月 2000 元调整为 2300 元；
“慈爱二康行动”公益性岗位的岗位
补贴由每人每月2000元调整为2300
元。

资金方面，按照“谁开发、谁管
理、谁补贴”的原则，市区两级政府开
发公益性岗位安排大龄就业困难对
象，其岗位补贴的资金来源和资金配
比按有关规定执行，市区两级财政分
别承担岗位补贴。

公益性岗位是指政府出资开发，
以满足社区及居民公共利益为目的，
优先安排就业困难人员或特殊群体
从事社会公共服务活动的临时性救
助岗位。包括社区巡防、交通协勤、
城管协勤、社区（乡镇）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居家养残服
务、绿化养护和非物业住宅小区清扫
保洁等社会公共服务岗位。

2019 年 12 月 2 日，辽宁省物业
管理行业协会第二届一次会员大会
暨换届选举大会举行。辽宁社会组
织及行业主管部门、相关社会团队
负责人共同出席本次大会。大会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
首届协会会长李尚丽同志再次当选
辽宁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第二届理
事会会长。大会还对辽沈地区物业
行业 2018-2019 年度涌现出的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新一届的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在不断完善自身发展的同时，将继
续引导行业诚信自律，充分发挥服
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会员职能，
积极倡导“红色物业”、“智慧小区”
的建立，引导传统企业服务创新、技
术创新、模式创新，全面提升行业服
务质量和社会效应。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吕洋

辽宁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举行换届大会

沈阳市上调公益性岗位补贴 最高2300元

今日零时成品油迎来“三连涨”
沈阳92号汽油每升再涨0.04元

新闻到底：《新房没装修地热就漏了 物业称给修 业主要求换整条管线》②
新闻闪回：李女士（化名）在沈阳市南京南街与仙岛北路的“碧桂园·御长白”购买了一套
住房，10月份刚拿到钥匙，两周后房子的地热在供暖试水时发现泄漏，李女士就此与物业及
相关方沟通，但物业没有拿出让她满意的答复。

碧桂园同意更换整条地热管线
昨日上午，李女士向记者透露，

12月1日，她与碧桂园几位负责人见
面并协商处理办法，最终对方同意为
她更换漏水卧室的整条地热管线。

昨日，碧桂园一名负责人表示，
在“碧桂园·御长白”有两户出现了这
种情况，碧桂园将联系施工方进行相
同的处理，即更换漏水房间的整条地

热管线。
对于为何新房刚刚交付业主，地

热管线就会出现漏水，在此之前施工
方是否对地热进行了检验，而交房前
相关监管部门是如何进行的监管？

碧桂园一位负责人表示，“碧桂
园·御长白”楼盘每一间新房在交付
前都会进行相关检测，包括地热管

线，地热管线铺设完毕后会打压，如
果没有漏点再铺设混凝土。这位负
责人表示，这两家出现泄漏的房间，
当时检查时并未出现泄漏现象，而后
也许因为管道周围的混凝土持续的
压力挤压使得管线破裂。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崔
晋涛

昨日，沈阳的另一位车主赫先生联系本报记者投诉说，在“优信”上买到
“问题车”。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迪 摄

沈阳本轮调整后各油品价格
（单位: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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