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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每每年年近近千千旧旧车车过过户户卡卡壳壳
车管所：买二手车，了解清楚了再出手

本报济南5月7日讯（记者
乔显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记者7日获悉，
我省将举办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主
题书画展览，现在已开始征集作
品。

这次旨在“培育核心价值体
系，弘扬齐鲁传统文化”的山东省
青少年书画创作大赛，由共青团
山东省委、省文化厅、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省当代青年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承办，本报
协办。活动可以齐鲁优秀传统文
化为主题进行创作，历史上有名
的儒家、墨家、兵家文化，以及与
我省有关的历史、传说、运河、诗
文、民俗、水浒、海洋、聊斋等内
容，均可纳入创作题材；可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进行创
作；也可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
中国抗战胜利 70周年为主题创
作。

凡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书法
和美术创作者、爱好者均可参赛，
大赛将分不同年龄组进行。参赛
者可将作品报送所在单位团组
织，也可直接邮寄至组委会办公
室。（济南市英雄山路２号山东省
当代青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作
品报送截止时间为６月１０日。获
得三等奖以上并符合年龄的选
手，推荐加入省青年书协、省青年
美协。优秀作品还将参加纪念抗
战７０周年书画作品展。

抗抗战战胜胜利利7700周周年年

我我省省征征书书画画作作品品

新华社北京５月７日电（记者
高敬） 面膜深受广大消费者特
别是女性的喜爱。到底如何选择
面膜？中国消费者协会７日公布了
２６款保湿面膜的比较试验结果，
为消费者理性消费提供参考。

试验结果显示，２６款面膜样
品在用后半小时，皮肤水分均有
所增加。但皮肤水分含量增加值
随时间延长而逐渐下降，６小时
后，只有３款样品的皮肤水分含量
增加值较为明显。

中消协人士提示，面膜的保
湿效果与其售价并不成正比，有
的样品售价虽然较低，但保湿效
果较好。一些单片价格上百元的
进口面膜其保湿效果并不比单价
三五元的产品表现更好。消费者
在挑选这类产品时，不要一味迷
信名牌，要做到“只选对的，不选
贵的”。

针对当前微信朋友圈被卖面
膜刷屏的现象，中消协消费指导
部副主任皮小林告诉记者，由于
面膜属于快速消费品，利润较高，
因而比较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造
假。同时，网络上刷信誉的软件也
起了不好的作用，蒙蔽了消费者。

他说，朋友圈中多是熟人关
系，靠互相推荐来进行销售。这种
私人间的交易难以监管，一旦发
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消费
者将很难维权。因此，建议消费者
一定要选择正规销售网点购买化
妆品，即使是选择微商，也尽量挑
选可靠的熟人购买正规产品。

此次比较试验还检测了消费
者关注的防腐剂、激素等安全性
内容。结果显示这２６款面膜都未
检出当前常见的激素类物质，防
腐剂使用也符合国家要求，在安
全范围。

有有的的上上百百元元面面膜膜

保保湿湿不不及及几几元元的的

事例：

注册超期

北京买旧宝马难落户

家住济南新城小区的陈先
生，今年3月在北京购买了一辆
很中意的二手宝马。然而在开
车到车管所办理车辆转入登记
挂牌时，陈先生却遭遇当头一
棒。“车管所民警告诉我，这辆
车注册日期超过了规定的5年
年限，已经不能在济南挂牌。”
无奈之下，陈先生只好将车辆
委托给介绍人处理。

市民郑先生购买了一辆北
斗星小面包车，同样遭遇了挂
牌难。“车管民警告诉我，我的
轮胎型号发生了变动，依照规
定不能挂牌，我1月份刚拿到驾
驶证，实在不知道挂牌会被轮
胎卡住。”郑先生说。

济南市车管所工作人员介
绍，二手车存在的很多问题从
车的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加之
不少消费者又是新手，就更容
易忽略二手车存在的问题，在
济南约有一成二手车因各种问
题无法一次办结过户手续，而
因购买的是抵押车、盗抢车、非
法拼装车等问题车，每年有近

千辆二手车无法办理过户，如
果再加上注册超期的车，无法
过户的车远超千辆。

提醒

买时不只看外表

还得查里面是否动过

“外观干净整洁、车况良好
只是选购二手车的基本条件。”
济南市车管所查验科科长尚健
表示，要购买二手车，买车市民
首先要“看好车”，一些外观看
起来整洁无损的可能存在非法
拼装问题，导致车辆最终难以
挂牌。

尚健介绍，按照工信部等
四部委发布的相关公告，挂牌
登记车辆不允许加装公告允许
之外的其他附加物品，如踏板、
行李架、尾翼、大包围，轮胎型
号应当与登记一致。

“有些车主购买了二手车
前来挂牌，对车上非法拼装的
踏板、行李架等部件，一直认为
是原车部件，查验民警每次都
得耐心解释。”尚健介绍，要确
认车辆是否经过非法拼装很简
单，购车市民只需要查看车架
号、发动机号、车身标识等是否
与随车手续凭证记载的一致，

并确保没有打磨、凿改、焊接的
现象。

“如果出现发动机号被打
磨、车架焊接痕迹迹象的，市民需
要谨慎对待，除非法拼装外，这辆
车还可能涉嫌盗抢。”尚健说。

提醒

在外地买二手车

先弄清转入政策

据了解，根据济南市发布
的《关于加强机动车管理防治
大气污染的通告》规定，未达到
济南市机动车注册登记现行排
放标准和未取得机动车环保检
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达到济
南市机动车登记现行排放标
准，但注册登记日期超过5年的
机动车；各类营运及“营转非”
机动车；其他不符合《国家分阶
段机动车环保车型目录》规定
的机动车等，禁止转入济南市。

“这意味着外地购买的二
手车注册日期超过5年的在济
南无法办理过户。”尚健说，市
民在购车前也应了解落户地的
车辆转移登记政策，避免买了
车挂不了牌的尴尬。

“另外，要在正规的二手车
交易市场购买车辆，避免在网

上或私下交易后产生各种问
题，并且应事先咨询车型的市
场价格，避免购买以走私、套
牌、罚没等名义明显价格偏低
的车辆。”尚健说。

提醒

手续全吗是否有违法

都需了解

除了看好车，关系到能否顺
利挂牌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二手
车辆手续是否齐全且合乎规范。

“有的卖车人并非车主，碰
到这种现象，原车主索回爱车，
新车主也将面临经济损失。”尚
健介绍，车管部门执行的公安
部102号令规定，办理二手车转
移登记时只需审核买车方的身
份证件，对卖车方的身份识别
则是买卖双方在交易期间进行
的市场行为。这就要求新车主
在选购车辆时要“擦亮眼睛”。

要规避此类风险，买车人
要查看车辆的行驶证、登记证
书等凭证资料，最好能见到车
主本人并查看身份证明，确保
卖方确实拥有该车的所有权或
处置权，避免陷入交易陷阱。另
外，新车主也要确认预购车辆
没有被抵押或被查封。

消费提醒

济南读者王先生递纸条：
我有一辆别克车，前不久发现
自己的车有好几条在其他地
区的违法记录，但是自己的车
从来没有离开济南，我发现自
己的车被套牌了，想知道自己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济南市车管所工作人员
传答案：根据公安部《办理使
用伪造变造和挪用机动车号
牌案件工作规范（试行）》的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
机动车所有人可以持受理案
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

具的《套用机动车号牌案件
受案回执单》，自受理案件三
十日内，向机动车登记地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换
发机动车牌证。换发后就可
以正常年检车辆了。对无法
证明车辆被套牌的，自换发

机动车牌证六个月内，仍未
查获涉嫌套牌违法车辆的，
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应当恢复其原机动
车牌证。但是，换发期间能够
证明车辆被套牌的除外。

本报记者 王兴飞

车车被被套套牌牌产产生生违违法法记记录录，，导导致致无无法法年年审审咋咋办办

对于很多刚考取驾照
的市民来说，买辆二手车练
练手是个不错选择，据济南
市车管所统计，济南市车管
部门办理二手车转移登记
的业务量日均在 600辆左
右，已呈现出赶超新车交易
量（日均七八百辆）的趋势。
二手车虽然越来越受欢迎，
但相比新车，它在购买和过
户过程中却更容易遇到麻
烦，据悉，在济南，每年有近
千辆问题二手车在买卖中
无法办理过户。

本报记者 王兴飞
实习生 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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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误吞吞枣枣核核，，未未及及时时就就医医致致食食管管穿穿孔孔
医生：异物卡喉马上就医，勿用大口咽馒头等土办法对付

本报青岛5月7日讯（记者
吕璐） 看似小小的枣核，若

跑到人体中，很可能带来严重
后果。日前，青岛市民李女士
吃红枣时误吞枣核，未及时
就医，竟被小枣核将食管穿
孔。医生提醒，异物卡喉要及
时就医，勿用吃馒头等土办
法对付，应立即就医尽早取
出，以防异物刺破消化道，引起
穿孔等并发症。

4月24日晚，青岛市南区
的李萍（化名）吃大红枣时，狼
吞虎咽中不慎将枣核一并咽

下。当时她本能地干呕了一阵
子，却没把枣核吐出来。之后感
觉嗓子不太舒服，以为是枣核
划伤了嗓子。随后她开始吃晚
饭，希望食物能把枣核带下去，
是否带下去了李萍并不清楚。
两天后，李萍开始发烧，27日，
她的体温达到了39 . 6度，家人
紧急打 1 2 0 送入市立医院东
院。经过颈部、胸部CT检查发
现：食管上段异物，食管穿孔。

该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高玉强对李萍进行了内镜手
术，发现在病人食管距门齿16

厘米处，也是食管上段最狭窄
的地方，横卧一颗大枣核，枣核
两端已深深扎入食管壁内，两
侧食管已被刺破穿孔。高玉强
先用“异物钳”夹住枣核一侧轻
微活动，而后顺势推下，使枣核
呈直立状态，再将另一侧慢慢
拔出，最后用网篮将枣核取出。
随后，胸外科医生立即为她施
行了“食管穿孔修补引流术”。
术后不到一个星期，李萍就康
复出院了。

胸外科医生介绍，误吞枣
核划破食道的病人很多，往往

会顺着肠胃排出体外，但造成
食管穿孔需要手术取出来的还
是十分罕见，李萍的食管已经
流脓，若不及时处理很可能危
及生命。医生提醒，对于枣核
等尖、硬类异物，许多人习惯
采用进食含纤维素的食物将
其带下去，这样会使异物越
扎越深，越卡越紧，加重病情，
一旦不慎吞咽下此类异物，不
能再进食物、水，避免做吞咽动
作，应立即到医院尽早将其取
出，以防异物刺破消化道，引起
穿孔等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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