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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西安市雁塔区
教育工会“徒步健身，绿色出
行”教职工春季健步走活动在

西安曲江池遗址公园举行，全
区教育系统200余名教职工参
加了此次活动。 雁教工宣

■最新进展

综合消息 近日，一段 2分 38秒
的维权视频被不少网友推上了热
搜。视频中，一位女子坐在崭新的红
色奔驰轿车引擎盖上哭诉。据了解，
她在西安“利之星”奔驰4S店花66万
元购买了一辆奔驰轿车，但提车后就
发现发动机漏油。经过长达 15天的
交涉，4S店回应却从退款、换车，变
成“只换发动机”。女车主被逼无奈
只能再次来到 4S店，坐上轿车哭诉
讨说法。

耐心沟通不被重视，扔掉斯文才
能讨回公道？涉事店的推诿与傲慢
砸了企业招牌，更让消费者寒心。

据了解，该车主于3月27日购买
了一辆进口奔驰 CLS300 型运动轿
车，裸车价为 58万多元，算上贷款手
续费以及其它费用合计 66万左右。
提车当天，她从 4S店将车开出约 10
公里左右路程后，发现汽车仪表盘的
机油故障灯亮起。她马上打电话给
销售，对方说这是发动机没油了，让
开来店里加油。

把车子开回店里后，奔驰车就一
直停在店内。期间，车主和 4S店交
涉了 3 次，店家回复口径不停改
变。“第一次说要退款，后来又提出
退款不方便改为换车，再又说换车
也不方便改为补偿，我都答应了。”
直到 4月 8日，即 15天后，“利之
星”再次推翻之前的解决办法，称
目前的情况根据国家“三包”规
定，只能免费更换发动机。

“如果真换了发动机，连二手车
都卖不出去，我为什么要接受？”女车
主被逼无奈再次来到 4S店，坐上轿
车哭诉讨说法。“我就是因为太讲道
理，你跟我说给你 3天时间，我连续
给你们了 5个 3天，15天！你不给我
个方案，最后给我的方案是换我的发
动机？”可以看到，视频中女子尽管气

愤，但仍摆事实讲道理，希望能够得
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车主表示，这部车是家人为了庆
祝她 30岁生日购置的，支付了 20多
万元首付款后，还要偿还月供。

西安“利之星”奔驰 4S店 4月 11
日发出消息称，“对客户所反馈的车
辆情况非常重视，并一直就相关事宜
与客户保持沟通。4月 9日当天，我
司已与客户消除误解，达成友好共
识。通过此事，我司也意识到，在客
户沟通细节与沟通效率上仍有进步
空间。”

从4S店“轻描淡写”的回复看，事
情似乎已经解决，但车主却称没有得
到奔驰官方回应，此事并未解决。

随后，西安市市场监管局成立由
工商、质监、物价部门组成的联合调
查组，调查该车辆在销售前是否存在
质量问题。车主与联合调查组首次
见面，提出 8点诉求，包括调查该车

车辆历史，要求知晓该车到店至销售
期间的基本情况；车辆PDI检查是否
真实；奔驰官方给一个正式的道歉和
情况说明；对个人精神方面的损害给
予补偿等。车主也希望相关部门能
规范汽车行业车辆PDI检查，对汽车
行业销售方面乱象进行整治，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西安“利之星”奔驰 4S店到底有
没有侵权？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李
汉文律师说，我国《家用汽车产品修
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简称《汽车

“三包”规定》）明确了家用汽车产品
的“保修期”和“三包有效期”。保修
期内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可以免费修
理。在“三包有效期”内，如果符合规
定的退货条件、换货条件，消费者可
以凭“三包”凭证、购车发票等办理退
货或换货手续。规章规定，保修期限
是不低于3年、6万公里，“三包”有效
期限是不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万

公里。
按照原国家质检总局在《汽车

“三包”规定》中的相关条款，从销售
者开具购车发票 60天内或者行驶里
程 3000公里之内，出现转向系统失
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
油泄漏，就可以选择换货或退货。
因此，针对此事件，《汽车“三包”
规定》中的“退、换、修”的决定
权应该由消费者选择，而不是 4S店
来做决定，这显然违反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律师同时表示，车主可以查看所
购车辆的 PDI检查单，确认该车辆
从奔驰中国到 4S店的过程，以及车
辆交付之前是否有全程检查记录。
如果车辆在交付之前有任何关于发
动机漏油的记录，销售方均涉嫌销
售欺诈。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女车主可以要求销售方
退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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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药物治疗无效”“致死率极高”
“公共卫生新威胁”……一种被称为“超
级真菌”的耳念珠菌日前刷屏朋友圈，引
起一些网友恐慌。

“超级真菌”真相如何？多位病原微
生物专家表示，我国已发现的耳念珠菌感
染病例不等同于“超级真菌”感染，只有多
重耐药的耳念珠菌才是“超级真菌”。且

“超级真菌”对健康人群不构成威胁，公众
不必恐慌，也无需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

只有多重耐药的耳念珠菌才是“超
级真菌”

北京大学真菌和真菌病研究中心教
授、皮肤病分子诊断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刘伟说，要搞清楚“超级真菌”，首
先要搞清楚“菌种”和“菌株”的概念。他
比喻说，如果把耳念珠菌这个“菌种”比
喻成人类，“菌株”就像你、我、他一样，是
不同的个体，“体质”也不一样。

“就像你怕热、我怕冷一样，耳念珠
菌不同的菌株对药物的敏感性也是不
同的，有的对药物就很敏感，有的就体
现出高耐药性。”刘伟说，只有多重耐药
的耳念珠菌才是“超级真菌”，所以不能
一见到耳念珠菌就说它是“超级真菌”，

“这个概念在传播中极易混淆，造成公众
误解”。

我国检测出的耳念珠菌没有“暴发”
“流行”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侵袭性真菌

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徐英春指出，
“首先，此前媒体报道所述的18例感染病
例中，检出的耳念珠菌菌株都比较敏感，
通俗地说，现在绝大部分广谱的抗真菌
药都可以治疗它。”

“其次，这些病例是在近年间从不同
医疗机构中陆续检验出来的，并不是某
个时间段或几家医院集中出现的，是散
发现象。”徐英春强调，“同时，从由北
京协和医院牵头的 CHIF-NET全国监
测数据看，大约 2万例菌株中才有 1例
耳念珠菌，因此不存在‘超级真菌’在我
国‘暴发’或‘流行’的说法。”
“超级真菌”致死率并没有那么可怕
“超级真菌”让人闻之色变，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它“无药可治”。当人体免疫
力大幅受损的情况下，它们会乘虚而入，
让病人“雪上加霜”，加速死亡。因此，它
被贴上了“高致死率”的标签。

刘伟说，从科学上说“超级真菌”固
然“危险”，但从各国的医学临床观察
中，它的致死率与其他念珠菌感染所引
起的死亡率没有明显差异，并没有那么
可怕。“其实真正危险的反而是烟曲
霉、白念珠菌、光滑念珠菌等菌种中出
现的耐药性问题，因为它们在临床上更
为常见。”

徐英春举例说：“比如美国统计的
‘90天内约 50%致死率’的数据，很多病
人本身就有很严重的基础疾病，在多种

复杂病因下，真菌感染和死亡之间的关
系很难界定。”

健康人群无需担心感染“超级真菌”
对于“超级真菌”引发的恐慌情绪，

多位微生物专家都表示“大可不必”。因
为易感染人群都是免疫力严重受损的
人，如使用免疫抑制剂、肿瘤放化疗、长
期滞留导管的患者等，健康人群无需担
心会感染“超级真菌”，它也不具备相互
传播的可能性。

徐英春说，“超级真菌”本来就存在
于人体和环境中，只要人的免疫力没问
题，完全可以与之和平共处。从它发现
至今 10年来，没有一例通过呼吸道传播
的病例，大家也可以放心去探望此类真
菌感染的病人。

中国正加强监测和应对“超级真菌”
多位专家表示，虽然目前我国尚未

检测出“超级真菌”，但绝不能放松警惕，
关键是要加强对它们的识别，并加以规
范的测定。

据了解，我国已在 2009年建立了覆
盖 230多家医疗机构的病原真菌监测网
络CHIF-NET项目，每年发布一次数据报
告；同时另有覆盖 67家重症 ICU病房的
念珠菌血症病原真菌的菌种鉴定和药物
敏感性检测。

随着分子生物检测技术的进步，人
类发现的耐药性病原真菌也越来越多。
刘伟建议，我国应尽快扩大相关检测和

报告体系的范围，同时普及和推广规范
的病原性真菌菌种鉴定和药物敏感性测
定方法，建立国家统一的实验室检验标
准，“只有加强监测，才能有效应对”。

细菌耐药问题应引起更多关注
人类和细菌、真菌等病原菌的斗争，

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直到20世
纪 40年代青霉素的发明和使用，人类才
有了稳定而强大的对抗武器。但就像

“矛”与“盾”的故事一样，致病病原菌也
产生出药物适应性，出现了“药石罔效”
的个体。

2016年，我国发布《遏制细菌耐药国
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成为与抗
生素和耐药性斗争中少数具备全面计划
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
究所所长朱永官表示，气候变化正加剧
微生物的全球化迁徙，将以不可预估的
方式让“超级真菌”变得更加危险。

刘伟说，真菌作为真核生物体，比细
菌更为复杂，但有关病原性真菌规范化
的菌种鉴定、耐药性检测方法以及传播
规律研究却开
展得很不够。

“超级真菌”在
各国陆续被发
现，应引起全球
公共卫生人员
注意。

（陈聪 屈婷）

关于“超级真菌”的N个真相

4月13日，由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的“‘西’纳英才‘安’心乐业 百万大学生留西安”就业
创业招聘会在西安外事学院举行。招聘会共有206家
用人单位到场参会，提供岗位需求近6000个。此类招
聘会本月共有4场巡回招聘。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张宝忠 朱欢）4
月14日，2019年杨凌农科城国
际马拉松比赛在杨凌举办。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
鸡车务段安排杨陵火车站积极
部署，保证赛场选手乘车方便。

该段组织管内杨陵车站
13日全天和 14日 10点前，在
车站售票厅设立“杨凌马拉

松”售取票专用窗口，13日 10
点至 19点在站前广场设置免
费摆渡车到达会展中心，便于
参赛选手了解赛道情况。该
段还在杨陵车站装设醒目引
导标示牌，开通选手专用实名
制验证通道、专用检票进站等

“绿色通道”，保证参赛选手赛
后快速进站乘车。

杨陵火车站

助力“农科城”万人马拉松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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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 据西安市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官方微博消息，引起关注
的“某女士购奔驰车消费纠纷”一
事，西安市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对
外发布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已对

“利之星”立案调查，责成尽快退车
退款。

4月 11日、12日，高新区市场监
管部门先后对双方退车退款协议情
况进行了核实；对“利之星”4S店经营
情况进行检查，已对“利之星”4S店涉
嫌质量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对涉事车

辆进行依法封存，并委托法定检测机
构进行技术检测；对“利之星”4S店负
责人行政约谈，并要求该店通知奔驰
（中国）公司协助进行调查。

4月 13日，市场监管部门再次责
成“利之星”4S店尽快落实退车退款
事宜，听取了投诉人新提出的八项诉
求。当天，还组织“利之星”4S店负责
人与投诉人对话协商，努力促成双方
达成解决问题的一致意见。对话中，
店方负责人向某女士因购车问题引
起的不愉快表示道歉，并表态愿立即

退款、承担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后
的相应法律责任。某女士感谢市场
监管部门对消费者的支持，但目前不
能接受店方退款，并且愿意接受调查
核实以后依照有关规定更换发动机、
或退换车的结果。

目前，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要求
“利之星”4S店继续加强沟通解决投
诉问题。对消费者新提出的诉求和
证据调查核实后，依法依规作出公正
处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近日，陕西西安女车主
因坐奔驰车顶哭诉维权成为
网络热点。该车主4月13日
表示，已向西安市市场监管
局联合调查组递交资料，配
合调查，继续维权。奔驰方
面则表示，已派专门工作小
组前往西安，将尽快与客户
预约时间以直接沟通，力求
在合理的基础上达成多方满
意的解决方案。

从新闻的客观性来说，
仅有车主哭诉维权桥段的短
视频，确实是“一家之言”，也
未尽话语权平衡和事实核实
的责任。不过，从车主的言
辞、涉事 4S 店的反应、西安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
成立联合调查组的“高规格
应对”，乃至北京梅赛德斯-
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

“官宣”来看，真相只怕十有
八九是板上钉钉的。当然，
在权威定论抛头露面之前，
我们无意于揣测或原罪什
么，但“哭诉维权”的车主何
以令舆论心有戚戚焉？这个
问题，令人凛然。

请注意几个蹊跷的“点
位”：第一，“退款、换车”的承
诺何以变故为“换发动机”？
第二，一台疑似漏油而未开
出门的新车，“三包”政策撑
腰的竟然只能“换发动机”？
第三，4S 店在道理上疑似毫
无招架之力的时候何以胆敢
让消费者打12315？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
早已是“自在人心”。

车主算是“车闹”吗？坐在引
擎盖上讲道理，靠高分贝维权，且
直言“不要脸了”，确实有“闹”的形
式；不过，她言必称“您”、言必称

“大哥”，就事论事、很讲道理，说到
心酸处落下弱者的眼泪，这还算是

“闹”吗？正像车主质问的：这样的
“新车”，到底是哪里来的？就算不
卖给她，漏油后换了发动机的“新
车”，谁是下一个“接盘手”？这些
问题若不清不楚，和解也只是“局
部安抚”。

可以想见，因为拍视频的围观

者，才让这波舆情显现，才有
了 市 场 监 管 的“ 联 合 调 查
组”、才惊动了品牌总部跳出
来“声明”。倘若没有呢？车
主的维权之路还要走多久？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
数》中说过这样一番话，“我
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
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
就没有长处。”一个法治社
会，自然是讲道理的知识分
子、守法公民的大道直前的
社会，而如果权益与自由是

“按闹分配”的话，一定在某
种程度上寓言着公共治理层
面的疏漏与问题。“哭诉维
权”的车主让每个人都有种
深切的“代入感”，是因为很
多时候，我们多是希望讲道
理来维权的，但问题是“15天
过去”，面对强势到油泼不进
的 4S 店，如果连“三包”政策
的最终解释权都落到“大店”
手里，再是有知识、讲道理的
消费者又能怎样呢？

品牌方固然要尽到企业
社会责任，好好调查 4S 店的
销售行为。不过，职能监管
部门恐怕不能点到“特别调
查组”为止。眼下，更要做好
两件事：一是查查车主到底
投诉过哪些部门，这些部门
究竟存在不存在“不努力、不
作为”的情况？二是顺着“哭
诉维权”事件梳理消费投诉
渠道，像解决营商环境问题
那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严肃整顿4S店的各种自说自
话的潜规则。
车主的乐观肯定是对的，“我

就不信天下还没个说理的地方”。
不过，对那些口才和胆识还没有到

“豁出去”地步的消费者们来说，找
一个可感可知、可信可亲的“说理
的地方”，也许这是“3·15”后剩下
的 364 天里要直面的现实难题。
于此而言，在“强大国内市场”成为
关键词的2019年，职能部门还应主
动关怀、创新作为，让这种疑似“不
闹不解决系列”事件在消费市场里
少些、再少些！

（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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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场监管部门回应“奔驰女车主维权”:退车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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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程士华） 国
家煤监局局长黄玉治在近日
的全国煤矿安全培训工作现
场会上表示，煤矿企业要推
广实施“取消夜班”做法，逐
步改变煤矿井下员工“一天
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的传
统作业模式。

近日在安徽省淮北市举
行的全国煤矿安全培训工作
现场会上，国家煤监局局长

黄玉治说，煤矿企业要上装
备减强度，做到环境留人。
要持续推进机械化换人、自
动化减人，加快煤矿机器人
研发应用，努力把员工从危
险环境和繁重劳动中解放出
来。要推广实施“取消夜班”
做法，逐步改变煤矿井下员工

“一天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
的传统作业模式，降低劳动强
度，让作息规律回归自然。

国家煤监局：要推广实施“取消夜班”做法

3月我省优良天数增加 PM2.5浓度下降

西安秦岭保护区内禁开农家乐

本报讯（记者 刘强）4
月 12日，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发布全省空气质量报告，
2019年 3月，全省PM2.5平均
浓度 4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24.1%；平均优良天数 25.5
天，同比增加 4.8天。2019年
1～3 月，全省 PM2.5 平均浓
度 81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2.5%；平均优良天数 48.5
天，同比减少4.3天。

2019年1～3月，延安、西
安、咸阳、渭南 4个城市空气
质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改善

（按改善程度由高到低排
序），商洛、安康、韩城、宝鸡、
西咸、榆林、汉中、杨凌、铜川
9个市（区）空气质量与去年
同期相比下降（按下降程度
由高到低排序）。

2019年 1～3月，关中地
区PM2.5平均浓度96微克/立
方米，同比上升 11.6%；平均
优良天数 37.6天，同比减少
1.7天。西安市PM2.5平均浓
度 9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2.0%；优良天数39天，同比增
加10天。

本报讯（杨志伟）今年，
国网神木市供电公司加强与
政府相关部门联络，做到服务
人员、服务方案、服务标准、具
体措施和时间节点“五到位”。

为了保障精准对接各重
点项目，该公司通过帮助客
户优化完善供电方案、检查

电力设施、提供上门宣传电
力政策等方式，增强服务的
针对性、主动性和有效性。
同时，该公司围绕全市重点项
目建设需求，简化业务流程环
节，精心提供全业务“一口对
外”服务，为重点项目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

国网神木市供电公司

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用电

本报讯（张端）日前，
《西安市秦岭生态保护区农
家乐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出
台。西安市将聚焦农家乐

“无证（照）经营、乱搭乱建、
乱排乱放、垃圾乱堆”等突出
问题，强力推进农家乐专项
整治，切实加强农家乐规范
化管理。

根据《行动方案》，西安
市禁止在秦岭终南山世界地

质公园、自然保护区、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以及海拔2000米以上
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区域
内、公路建筑控制区、河道管
理范围内开办农家乐，已经
开办的要立即关停取缔;涉及
非法占用土地，侵占耕地、林
地，擅自改变土地性质、用途
开办的农家乐，要依法依规
予以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