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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出出租租车车审审前前灯灯折折腾腾1111遍遍才才过过
本月起我省开检客运车辆前照灯高度，出租车普遍不达标让的哥很苦恼

本报青岛3月11日讯（记者 刘
腾腾） 青岛市孙女士为治偏头疼，
长期吃止痛药，近日她出现乏力、腿
部浮肿等症状，一查竟然已经肾衰
竭。专家介绍，很多止痛药对肾有毒
副作用，长期服用会使肾功能受损。
今年3月12日是“世界肾脏日”，据了
解，目前岛城有四成肾病是由慢性
肾炎引起，其中不乏一些有不良饮
食习惯、过量吃一些含食品添加剂
的加工食品的青少年患者。

孙女士患有偏头疼，每次一头
疼就吃点止痛药缓解一下症状。时
间一长，孙女士就对止痛药有了依
赖，这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不久
前，她浑身乏力，双腿浮肿，赶紧去
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已患了肾衰竭。

“现在很多人一有头疼脑热就
爱吃止痛药，殊不知很多止痛药会
对肾脏有毒副作用，久而久之肾功
能就会受到损伤。”青岛市肾脏病协
会主任委员、青岛市立医院主任医
师邹作君告诉记者。

“目前60%的肾病患者是由于糖
尿病、高血压等其他疾病引起的肾
功能损伤，其余40%是由慢性肾炎引
起的，其中不乏一些有不良饮食习
惯、吃不健康食品的青少年患者。”
邹作君介绍，一般来说，患有糖尿
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10年以
上的患者大部分都会肾功能受损。
如今也有不少年轻人经常暴饮暴
食、吃一些不良的加工食品而患上
了慢性肾炎。“数据显示，20%到30%

的肾病患病原因是跟饮食有关，我
们接诊的个别孩子有的特别爱吃一
些含有食品添加剂的零食，结果化
验尿常规一看，发现肾功能受到了
损伤，说明有些食品添加剂也对肾
有伤害。”邹作君说。

本报青岛3月11日讯（记者
吕璐 通讯员 贾文德 贾

丽玉） 明明购买的是现车，
4S店却找理由迟迟不交车。原
来4S店将车辆合格证抵押给银
行，并向消费者隐瞒了实情。工商
部门执法人员介绍，个别4S店因
资金周转不灵，为了贷款将合格
证抵押给银行，消费者购车时要
提防行业“潜规则”，最好在合
同中明确车辆交付日期。

近日，青岛市李沧区工商
局接到市民甄先生投诉。今年2
月，甄先生在李沧区一家汽车
4S店看中了该品牌的一辆现
车。由于不用等待就能马上提
车，他就在该4S店交了定金。
4S店口头承诺最多一周就可

提车，但合同中没有明确交车
时间，甄先生也并没有在意。谁
知，时间过去一个多月，明明摆
在店里的现车却始终无法交
付。甄先生多次与4S店交涉，
该店工作人员以刹车坏了或合
格证丢了等理由搪塞。

执法人员就此进行调查
时，该4S店工作人员道出了实
情。原来临近春节，汽车4S店
进入了一个销售旺季，为备足
库存，4S店计划向生产企业订
购了大批各型车辆。因资金有
限，只能通过向银行贷款以支
付货款，并将一批车辆的合格
证抵押给了银行，其中就有甄
先生购买的那辆车的合格证。
4S店不能解除抵押，车辆合格

证就无法取回。“没有合格证车
辆无法上牌照，所以4S店就对
甄先生隐瞒了实情，一直拖着
不交车。”执法人员介绍，4S店
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进而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最终，4S店承诺在3个工作日
内为甄先生办理好车辆交付手
续。执法人员还对该4S店负责
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

执法人员介绍，4 S店以
“车辆合格证质押贷款”的经销
模式是一种行业潜规则。4S店
用汽车合格证在银行抵押贷
款，每卖出去一台车，就拿钱去
银行换回一个汽车合格证，有
时卖几台车后一起去拿，中间
环节需要好几天。遇到特殊情

况，4S店将卖车所得款项用于
其他地方，做周转资金，不能立
即偿还银行贷款，消费者就会
迟迟拿不到合格证，利益受到
侵犯。执法人员提醒，给新车上
牌，必须要有合格证。消费者在
购车时要详细了解经销商的经
营资质及售后服务。签订机动
车买卖合同时，要详细约定所
订购车辆的信息、车辆交付日
期等内容，可在合同上事先约
定：“提车时，销售方随车交付
合格证，逾期须赔偿经济损
失。”若合格证不到手，不要提
车。如果经销商暂扣合格证，消
费者又决定继续购买，双方最
好还是签订一份书面承诺书，
明确合格证交付期限。

消费者交了购车定金后咋迟迟提不到车，原来———

44SS店店挪挪用用““已已售售车车””合合格格证证抵抵押押贷贷款款

提个醒

长期吃止痛药

吃出肾衰竭

“来来回回调试六七次
了，真是被这次年检折腾得够
呛。”近日，济南出租车司机侯
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前几天去
给车辆做年检时，检测出车前
照灯灯光照射高度高出国家
标准高度，得重新调试车灯高
度后再来检测。

既然不合格，侯先生就找
了家汽修厂去调节灯光高度。
第一次调节过后，侯先生又排
队上线检测，检测线工作人员
称这次还比标准高出0 . 5厘
米，仍然不合格。

侯先生只得再去汽修厂调
节，没想到这次又被检测为低于
国家标准，就这样反反复复调节
检测了七次，折腾了一天多，终
于完成了年检。“太费事了，检测
了这么多次才合格，调试、检测
费是小事，耽误我一天多没法出
车，跑这么多趟太折腾人了。”

侯先生说：“我觉得这个标
准有点不符合实际，车灯太低
的话我跑高速、国道的时候，一
百二十米之外的地方根本看不
清，夜晚行车实在是太危险
了。”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像侯
先生一样为年检头疼的出租
车师傅可不少。目前市面上普
通汽修厂都没有车灯高度的
检测调节设备，所以只能靠工
人手动调节。

9日，在济南车之家汽车
修理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每天都有很多出租车来调车
灯高度，最多的时候一天调了
十多辆。”

记者在检测站附近的一
家汽修厂内看到，几名汽修人
员正在旋紧车灯内螺丝。汽修

人员称是为了调低车灯高度。
“用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只能
蒙着调。调低了好过年检，好
多司机说按照标准调晚上看
不清，刚过完年检又重新调回
来的。”

据汽修厂的工人介绍，汽
车检测的结果跟汽车上线时
的位置、轮胎气压、车当时的
载重量等都有关系。很可能刚
检测合格的车第二天再检又
不合格了。汽修工人对记者
说，“我们也很无奈，最多的一
辆车调了11次才过审。”

这一车灯的标准是依
据什么确定的呢？记者就运
营车前照灯高度标准问题
咨询了山东省标准化研究
院，研究院标准化技术研究
中心工作人员称，检测站依
据的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2012年发布的《机动车
安全运行技术条件》要求。

工作人员称，国家标准
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如
果光束太高，在150米外平路
会车时，光束就直射对方驾

驶者眼睛而导致炫目；有的
汽车前照灯近光光束偏左，
会车时近光灯光束正好射到
对方驾驶者，使之看不清车
前道路和障碍；还有的前照
灯光束偏下，落地不足50米，
从而影响行车视野。”

工作人员还建议说，灯
光高度必须在国家标准规定
的范围来调，不能随意调高。
如果针对标准有异议，可以
向国家标准委员会提出修改
建议。

10日上午，记者在济南市
正元汽车检测站看到，前来检
测的近十辆出租车均检测为
高出车灯标准值。一名的哥拿
着数据报告单向记者说，“标
准的灯光高度也太低了，近光
也就能照10米，遇到大车，闪
灯示意发现连他们的一半车
高都不到，我还怎么敢开车？”

检测站杨站长称，从今
年3月1日起，根据山东省质
监局的相关规定，各机动车
检测站开始针对除货车以外
的营运车辆前照灯高度进行
检查。规定明确说明，营运车

辆近光高度应在0 . 7～0 . 9H
（H为前照灯基准中心高度
代码）之间，而几乎所有来检
测的出租车车灯高度值普遍
都在1H以上，均比标准的高
度要高出不少。

检测站工作人员也表达
了同样的看法，“每天过来检
测的出租车有十多辆，几乎
都是车灯偏高的问题，我们
也只能一遍一遍地审车、检
测，不合格调了后再审，直到
检测合格为止。浪费人力物
力，也让来年检的车辆等待
时间变长了。”

出租司机：

车灯检测太折腾人

车灯达标反而不安全

汽修厂：

没有车灯高度调节设备

手动调高度只能蒙着来

检测站：

严格执行新标准

绝大多数车得重新调

研究院：

国家标准有科学依据

目的是为行车安全

从今年3月1日起，根
据我省相关规定，各机动
车检测站开始对出租车
等客运车辆的前照灯高
度进行检查。而在近日的
审车中，出租车的此项检
查普遍不合格，许多车为
此要去汽修厂调好几遍，
有辆出租车直到调到第
11遍才过关。这让的哥们
很头疼，他们认为车灯高
度新规有点不合理，而山
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有关
工作人员却称，标准是国
家有关机构制定的，是有
科学依据的。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朱烨

一辆出租车正在上线等待检测。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济南市民李女士传纸条：
熟食店里卖的卤肉、酱肉、酱菜
等都比家里做的颜色好看，更
能勾起人的食欲，是不是添加
了染色剂或者其他添加剂？长
期吃会不会对身体有害？

齐鲁工业大学教授刘秀河
传答案：卤肉酱菜颜色好看，不
一定是因为添加剂的原因，只
要配料合适，掌握好火候，在家
里一样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食
物。一般而言，在食品加工中，
尤其是在肉类熟食的加工过程
中，比较常用且被认为有害的
添加剂是亚硝酸钠等亚硝酸盐
类。大剂量的亚硝酸盐能够引
起高铁血红蛋白症，导致组织
缺氧，还可使血管扩张血压降
低。但这个危害性是在大剂量
的前提下形成，如果按照国家
的相应标准添加，剂量很小，不
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从健康饮
食的角度说，建议大家多样化
饮食，在吃酱肉等肉食及含亚
硝酸盐成分的腌菜、酸菜等食
品后，吃些新鲜水果蔬菜，这样
更利于健康。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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