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跑
腿

读
者
反
映

帮
办
事
项

2019年6月20日 星期四 责编 龚浩 美编 阎嗣昱

调查AL·04

本报讯 6月18日，由中铁
十六局承建的洛阳市轨道交通
1号线土建一标2工区武长盾
构区间双线顺利贯通，本次掘
进任务的完成，意味着项目部
承建的盾构三区间全部完成。

据了解，该项目部承建的
三站三区间是武汉路站、长安

路站、上海市场站，武汉路站至
长安路站盾构区间、长安路站
至上海市场站盾构区间、上海
市场站至牡丹广场站盾构区
间，目前，武汉路站、长安路站、
上海市场站三站的主体结构都
已封顶，盾构三区间现已全部
完成。“牡丹7号”“牡丹10号”

两台盾构机即将出洞，结束洛
阳市轨道交通1号线的掘进任
务。

该项目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从2018年6月20日，“牡丹
7号”盾构机正式通过出厂验
收。7月20日，“牡丹7号”盾构
机经过组装调试后，在长安路
站顺利始发，开始长安路站至
上海市场站区间左线盾构掘进
任务，此次盾构始发实现了该
标段建设的一个关键节点目
标，为全线区间洞通目标奠定
了基础。“牡丹10号”盾构机随
后开始右线掘进任务。

2018年10月28日，“牡丹
7号”盾构机从上海市场站破桩
而出，经过维修保养、拆机、过

站及组装，于11月28日又开始
了新一轮的地下工作，开启上
海市场站至牡丹广场站的区间
左线盾构掘进任务，“牡丹10
号”盾构机随后开始右线掘进
任务。

2019年2月25日，上海市
场站至牡丹广场站区间盾构右
线顺利贯通，实现了上海市场
站至牡丹广场站区间盾构双线
贯通。2019年3月5日至6月
18日，“牡丹7号”“牡丹10号”
盾构机共同完成了长安路站至
武汉路站盾构区间双线掘进任
务。

据统计，“牡丹7号”“牡丹
10 号”两台盾构机完成了约
4564m的掘进任务。施工过程

中，刚完成的武汉路站至长安
路站区间难度最大，风险最
高。该区间长度约1100米，地
下水位高，地层主要为黏土、局
部卵石结构，施工包括350米
小半径施工，过程中穿越12栋
1968年至2002年期间修建的
7层砖混结构的老房屋，这对盾
构机及结构质量都有很大的考
验。此区间的完成，为洛阳市
轨道交通1号线全线实现“轨
通”奠定了基础。

据悉，按照施工计划，洛阳
市轨道交通1号线2019年6月
实现“洞通”，2019年年底前实
现“轨通”，2021年6月底前实
现全线初期运营。

两台盾构机完成4500米掘进任务，盾构三区间全部完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贾丽华 文图

那么，黄强所买的这批
茅台的进货渠道是否正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采访了伊川县惠万家超
市鹤鸣店的侯店长。他表
示烟酒柜台承包给个人，并
不清楚进货渠道。那为何
黄强微信支付的收款方为
惠万家超市，发票也盖的惠
万家超市的章？对于黄强
的质疑，侯先生称烟酒柜台
的营收会在超市过账，超市
方收取一定的返点。

“在这一问题上，超市
方不推脱自己的责任。”侯
店长坦诚道，目前正积极协
调黄强与烟酒承包方的协
商工作。

那么黄强买到的茅台
酒是不是真的？6月17日
下午，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陪同黄强，来到伊川县

城关工商所，工作人员对黄
强的购买茅台酒的经过进
行了询问和记录，工作人员
表示将按程序到公安机关
提取黄强的出警记录，作为
黄强在惠万家购买茅台酒
的证据，同时将协调茅台酒
厂打假办的工作人员，来对
这批酒的真伪进行鉴定。

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查
实这批酒为假酒，将立案调
查并依据《商标法》的相关
规定进行处罚。这批飞天
茅台究竟是真是假？如果
是假的，作为销售门店，惠
万家超市是否将承担相应
的责任？黄强能否依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商家
退一赔三？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将对此事持续进
行关注。

本报讯“朋友从外地来，
一块儿吃个饭，就喝了两瓶啤
酒。”6月15日晚，一涉嫌醉驾
司机在被交警查处后解释说，
车辆前后都有车，妻子挪不出
来，自己帮忙把车开出来。司
机血液中酒精含量初步测定
为107mg/100ml，涉嫌醉酒
驾驶。

6月15日晚，洛阳市交警
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交
通安全整治攻坚战和高速公
路整治、周末夜查统一行动，
重点围绕国省道、旅游景区周
边道路、山区道路、高速公路，
以及隐患路段，依托交警执法
站、固定和流动执法点，严查

酒驾醉驾、无证、“三超一疲
劳”等严重违法。共出动警力
490 余人次，警车 100 余台
次，设置检查点45个，共查处
交通违法710余起，其中酒驾
21起、醉驾11起、无牌无证
17起、渣土车违法46起，其
他违法600余起。

洛阳市交警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此次启动的交通
安全整治攻坚战，将持续开展
为期4个月，开展期间将对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广
大司机朋友切勿误以为夜查
只针对酒驾，对于未系安全
带、城市区道路开远光等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也将进行处罚。

花近5万元买的茅台成“烫手山芋”
市民买酒要求写批号，超市不同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韶萌 文图

“我花了近5万元买茅
台，商家拒绝把批号写到发
票上，是不是‘问题茅台’？”
近日，洛阳市民黄强（化名）
拨打本报0379-62626110
求助，他在伊川惠万家超市
鹤鸣店，花了近5万元买飞
天茅台，他希望商家把批号
写在发票上，没想到却被对
方拒绝。

“如果是真茅台怕啥？”
黄强说，无奈他当场报警，
借助警方执法记录仪，证明
就是在惠万家“买的茅
台”。黄强告诉记者，半个
多月了，因为这批“茅台”奔
波操心，他瘦了8斤。

如今，这些茅台像一块
“烫手的山芋”，让黄强进退
维谷。“如果是假的，我花的

近 5 万元岂不是打了水
漂。”黄强说。

6月11日，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见到了投诉
人黄强。他说，6月2日中
午12时许，他到伊川办事
时，在当地一家颇具规模
的大型超市惠万家超市鹤
鸣店，买了一提牛奶，结账
时，发现烟酒柜台内放着
一瓶飞天茅台。

“这瓶酒卖1598元一
瓶，当时看到挺激动的。”
黄强说，因为自己一直关
注茅台，深知目前飞天茅
台一瓶难求的市场现状。

“茅台酒厂规定每瓶
限价1499元，在一些电商
平台上也有不定时的供
货，但非常难抢到。”黄强
说，在洛阳一些知名商店
近期都见不着茅台，而在
惠万家超市看到在售的茅
台酒时他喜出望外。

“这瓶酒的售价虽然
比茅台酒厂的限价稍微高
一点，但以这样的价格买
到飞天茅台，非常划算。”
深谙茅台价格的黄强分析
说。

仔细打量了惠万家烟
酒柜台上的这瓶茅台，黄
强发现生产日期为 2016
年，且贴着“洛百”的标
签。“洛百”是洛阳颇具名

望的烟酒专营店，售卖正
品茅台。黄强告诉记者，
起初他对这瓶茅台的“身
份”有过一丝怀疑，但“洛
百”的标签，以及惠万家超
市的声誉，打消了黄强的
疑虑。

“ 而且生产日期为
2016年，那时是飞天茅台
的价格低谷。”黄强分析
说，如果是超市的存货，这
个售价还是合理的。黄强
当即便问收银员还有没有
茅台，得知还有五箱存货
时，黄强表示要“包圆儿”。

随后，收银员为黄强
结账，黄强分次向收银员
以微信支付的方式，以单
箱（编者注：每箱 6 瓶）
9500元，单瓶1598元的价
格，购买了31瓶飞天茅台，
共计49098元。

“看到箱子上的生产
日期是2018年的，我心里
有一丝犹疑。”黄强说，
2018年飞天茅台的价格已
飙升，1598元的价格显得
不合常理了。黄强说，为
了安全起见，他提出让收
银员将所购买的茅台批
号写在发票上。

黄强说，之所以这么
做，是害怕这是一批“问题

茅台”。让人意外的是，收
银员拒绝了黄强的要求。

“既然是真茅台，为啥怕写
批号？”对于黄强的质疑，
一位姓侯的店长和两位工
作人员赶来处理，几经沟
通，都不愿满足黄强的要
求。无奈之下，黄强拨打
了110报警电话。对于黄
强的要求，出警民警表示
因尚无证据证明这是一批

“问题茅台”，黄强只能和
店家协商处理，但通过执
法记录仪，出警民警记录
了这批茅台的批号。

令黄强意外的是，工
作人员一直拉着他表示要
协商处理，并尾随他到停
车场。等黄强把酒搬到车
上后，工作人员不断地提
出要协商。万般无奈下，
黄强再次拨打了110报警。

回家后，黄强寝食难
安，手里的茅台酒是不是
假的？他来到了洛阳市政
和路的洛百专营店，工作
人员看了看包装后告诉
他，这不是出自“洛百”的
酒。“我当时脑子嗡了一
下。”黄强说，回家后，他拨
打了12315，希望由工商部
门介入调查，对这批茅台
的“身份”有一个说法。

洛阳交警开展为期4个月
交通违法查处集中行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谢育健 田贝贝

花近5万元买茅台真假存疑成“烫手山芋”

超市称烟酒柜台承包给个人，并不知晓进货渠道

黄强买的五箱飞天茅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