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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月7日讯 (记者
邹俊美 ) 家住新区办事处

的李先生在网上买取暖器，没
想到用了几天就出现质量问
题，想退款但已过了维权期
限，李先生便在网上查到淘
宝的投诉热线，没想到竟然
是骗子，投诉不成反被骗走
2000多元。

天气渐冷，李先生住的小
区没法供暖，他在网上买了一
个取暖器，可用了9天左右就
坏了。他跟卖家协商退货，但

卖家弄错了，以为是换货，又把
取暖器邮了回来。李先生说，寄
回来的取暖器还是坏的，他又
跟卖家协商退货，货已经寄回
去，可一直没收到退款。“我不
经常在网购，不知道退款还需
填退款申请，卖家说让填退款
申请，但我发现已经过了维权
期限，退货申请没法填了。”

李先生当时很抓狂，害怕
买取暖器的钱打水漂，他从网
上 搜 到 一 个 淘 宝 投 诉 电 话
0571—69988050，便打了过

去。对方彩铃是处理投诉淘宝
退款业务，之后一位男士接了
电话，李先生把遭遇讲了一
遍，对方说，款已经退了，但没
打到银行卡中，让李先生拿银
行卡去附近取款机。李先生一
看退款有希望，就照做了，对
方先索要了他的银行卡号，又
让他在取款机中查询银行卡
中的余额，李先生照着做了。
对方称系统忙，让回去等着，
可能第二天就打到他银行卡
中。结果第二天李先生去银行

查账，发现卡中的2000多块钱
没了。他这才意识到上当了。

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淘宝投诉热线，没想到出现了
1亿多个结果，很多都是不同
的电话号码，有的上面还写着
经过安全认证淘宝官方客服。
记者试着拨打了几个电话，聊
了几句，发现都是骗子。聊城
市公安局网监大队的工作人
员提醒市民，不要轻易相信网
上的淘宝客服电话，多数是骗
子。

拨拨打打淘淘宝宝投投诉诉竟竟被被骗骗22000000多多元元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搜索出的淘宝投诉热线多是骗子

1月5日，一市民在超市里选购玩具。羊年临近，各式各样的羊造型玩具被摆在显眼的
位置。据卖家介绍，销量也不错。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羊羊娃娃””走走俏俏

本报聊城1月7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杨俊亮 ) 6岁的小文跟随母
亲到饭店吃饭，不料被服务员
孙某烫伤。日前东昌府区法院
依法审理了该案，依法判决被
告孙某承担60%的责任。

2014年10月14日中午，妈
妈带小文来到某饭店吃饭，把
她安顿好后，便去买凉皮，正
当买凉皮时，女儿小文与端着
刚出锅鸡蛋汤的被告孙某撞
在一起，鸡蛋汤撒在小文身

上，造成小文受伤，住院治疗8
天，花费3896 . 87元医疗费。

小文出院之后，其母多次
找孙某讨要说法，但孙某只给
1500元。在协商无果后，小文
父母将孙某告上法庭。

庭审时，孙某辩称，小文
母亲带着孩子到饭店吃饭，应
照顾好孩子，事发时，小文是
跳到自己身上的，根本没办法
躲闪，并且已经赔偿了小文
1500元，故其不应再承担任何
责任。

东昌府区法院经过审理
认为，被告孙某为客人上餐
时与小文相撞，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造成原告小文被
烫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
告小文的母亲，作为监护人
疏忽大意，没有尽到监护职
责，对小文损害的发生也有
过错，可减轻被告孙某责任。
根据被告孙某的过错程度确
定被告孙某承担60%的赔偿
责任为宜。

经依法审查，小文合法的

经 济 损 失 有 ：1 、医 疗 费
3896 . 87元；2、护理费：住院8
天，需一人护理，护理人员日
工资115元，该项费用共计920
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240元；
4、司法鉴定费700元；5、交通
费200元；6、后续治疗费4200
元。以上共计10156 . 87元。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被
告孙某赔偿原告小文医疗费、
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鉴
定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共
计人民币4594元。

六六岁岁女女孩孩跟跟母母亲亲到到饭饭店店吃吃饭饭被被烫烫伤伤
法院判决：原被告双方责任四六分

本报聊城1月7日讯 (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林鑫 )

宋先生是一家建筑公司的电焊
工人，工作九年后被医院确诊
为尘肺，但是当他想要申请工
伤时，单位以双方无劳动关系
为由拒绝申报。宋先生申请劳
动仲裁，经过审理认为，双方虽
无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
劳动关系。

宋先生在这家企业的总公
司工作了九年，但最近两年被
调到了该企业一家分公司工
作。由于长期接触电焊烟尘，他
被诊断为尘肺。而当他申请工

伤时，单位拒绝盖章，理由是不
存在劳动关系。宋先生非常气
愤，他认为，公司不与他签订劳
动合同，本身就是违法，他还有
公司发放的工资卡、证书等作
为证据，是应该存在事实的劳
动关系的。于是，宋先生申请劳
动仲裁。

经过审理，仲裁员认为像
宋先生这种情况，争议的焦点
在他是否与总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宋先生提
供的材料，证明他在总公司工
作多年后，转到了该公司一家
分公司，他与总公司产生了事

实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
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
其 民 事 责 任 由 公 司 承 担 ”，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
条虽然规定分公司依法取得
营业执照的，可以作为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实
施条例中规定的是‘可以’而
不是‘应当’或‘必须’，说明分
公司的用工资格是受到一定
限制的，而且分公司没有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总公
司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
认定宋先生与总公司有劳动

关系，因而宋先生有权申请工
伤。

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性尘
肺科主任崔萍介绍，在职业病
方面，聊城地区以尘肺最为多
见。他们工龄比较短。崔萍说，
尘肺的发生重在预防。如果企
业和职工在这方面都能有意
识，尘肺的发生会大大降低。市
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在预防
职业病方面企业要有一定的应
对和预防措施，比如改进工艺，
改进生产环境，提供必要的防
护措施。而职工自身也必须要
有防范意识。

长期接触电焊烟尘被诊断为尘肺

单单位位否否认认劳劳动动关关系系拒拒绝绝工工伤伤申申报报

本报聊城1月7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曲付冰) 因
贪小便宜被骗的实例已屡见不
鲜，但还是有人上当。近日，聊城
城区一位吕姓市民，轻信低价售
卖电脑的小广告被骗1000元钱，
情急之下拨打110报了警。

正在读大学的吕某，今年22

岁,一直想买一台手提电脑。5日，
吕某看到一则低价售卖正品电
脑的广告，且可到专柜验货。吕
某马上给对方打电话咨询。对方
称正好有一批新进的正品手提
电脑，因进货渠道不同，相比专
柜要便宜非常多。如果有意的
话，要支付定金。对方还称质量
可以放心，如果不满意，可无理
由退款。吕某马上预定了一台。

电话挂断后，吕某按对方要
求打去1000元定金。汇款成功后，
吕某又给对方打去电话，告知查
收款项。对方称因定的人较多，当
天会尽量安排时间让吕某看货。
过了约半小时，吕某想再询问一
下电脑配置问题，但对方电话竟
然关了机。吕某又持续拨打了将
近一个小时，一直未拨通，情急之
下的拨打110报了警。正在巡逻的
东昌府特巡警大队民警接到报警
后，迅速驱车赶到报警地点，了解
情况后试图用陌生号码再次拨打
对方号码，但一直未果。巡防民警
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贪图小便宜，
以免上当受骗。

轻信低价广告

购电脑被骗千元

本报聊城1月7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王玉
霞) 张某一直购买刘某夫妇的
饲料，相处得还不错，但最近却
因购买饲料的事发生争执。张某
被打成九级伤残，东昌府区法院
依法审理了该案。

张某陈述道，自己向刘氏夫
妇购买了一批饲料，但当天对方
却忘记给送，他向对方询问情
况，为此发生争吵，双方扭打在
一起。最终由于伤势严重，张某
于当日住进医院治疗，诊断为右
侧多发肋骨骨折等。经法医鉴
定，损伤符合钝性外力作用形
成，属于轻伤。

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
被告双方因被告刘氏夫妇忘记
给原告送鸭饲料之事，原告首先
辱骂被告，继而双方发生争执并
相互殴打，打完架后，原告左眼
眶、胸部等处受伤骨折经鉴定为
轻伤并构成九级伤残，被告刘某
妻子左大腿等处受伤经鉴定为
轻微伤。

应推定张某之伤系双方打架
过程中由刘氏夫妇造成。根据有
关法律规定，公民享有身体健康
权。侵害他人身体健康权的，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张某有权要
求二被告刘氏夫妇依法承担相应
的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的方
式主要有赔偿损失等。二人以上
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另依据法院所采信的证据
可证明，张某因刘氏夫妇忘记给
其送饲料而进行辱骂，系双方发
生争执的主要起因，而刘氏夫妇
未及时有效制止事态的，却将张
某打致轻伤并构成伤残，系造成
事件后果的主要原因，所以原、
被告对此次打架应负同等的责
任，原、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应按
5：5分担为宜。

遂依照相关法律做出以下
判决：刘氏夫妇一次性赔偿给张
某各项费用共计100000元中的
50﹪即50000元。

购买饲料起争执

造成一方九级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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