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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假“捐衣箱”新式骗局
近日，记者发现，网上有不少商
家公开售卖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售
卖时不需要买家出示资质证明。 有商
家坦言，来购买投放箱的人不少都将
其用于行骗。 对于设立在大街上的二
手衣物捐赠箱，律师认为，城管、物业
公司应该承担审核准入的责任。
衣物捐赠箱成“骗钱”工具

近年来， 不少城市出现了写有
“
慈善公益”字样的二手衣物捐赠投放
箱，根据这些捐赠箱上的介绍，由市民
捐献的衣物将被送给有需要的人士，
这种避免浪费又能奉献爱心的方式获
得不少人支持。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
“
商机”，一种利用
“
二手衣
子从中发现
物捐赠投放箱”行骗的手段正在蔓延。
10月9日， 天津市公安局发布通
报称，日前，天津大口屯派出所接到群
众举报，有人在某村的废旧厂房内存
放了大量旧衣物，怀疑是偷盗所得。对
此，派出所民警立即到废旧厂房处，发
现厂房内存放了大量的旧衣物。 天津
警方发布的照片显示，废旧厂房内堆
“
小山”，
“
山顶”几乎可
积的衣物成了
以碰到厂房的天花板。面对询问，两名
当事男子均言语含糊，于是民警先后

将他们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审查。
经查，两名男子系李某某和王某
某。 二人在上网时无意间看到了售卖
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的信息， 认为这
是一条快速致富的路， 便从网上购买
了50个喷涂
“
环保公益”等字样的捐赠
箱， 分别放置在天津市的部分高档小
区中，然后定期取走居民捐赠的旧衣
物，再以废旧布料的形式变卖。
另据介绍，除自行购买衣物捐赠
箱用来回收二手衣物以外， 其二人还
多次窜至市区居民小区内，盗窃其他
慈善机构捐赠投放箱内的衣物， 并存
放到事先租用的废旧厂房伺机变卖。
目前，李某某和王某某因涉嫌盗
窃已被天津宝坻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冒牌捐赠投放箱已被依法查扣。
部分网店售卖捐赠箱不核实资
质

记者调查发现，在网上有不少商
家公开售卖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一
个箱子的价格在300元到600元不等。
一名卖家告诉记者， 他们公司生产的
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可以根据买家的
需要定制文字。他发来的样品照片中，
捐赠箱上写有
“
爱心奉献、公益环保”

等字样。 在捐赠箱的侧面还印着旧衣
物回收流程， 注明对于符合条件的衣
物将被用于慈善等活动。记者注意到，
这些照片中的样品形制与天津警方此
次公开的用于欺骗爱心人士的二手衣
物捐赠投放箱非常相似。
该卖家表示，一个二手衣物捐赠
投放箱大约可以收集到100斤衣物，
“
刚开始， 你可以等两天去收衣服，然
后根据数量多少， 决定后续多长时间
去回收。 ”他表示，这两年来定制二手
衣物捐赠投放箱的买家明显变多了，
“
今年大约卖出去1000多个吧。 ”
卖家称，购买二手衣物捐赠投放
箱不需要买家提供任何证件， 个人也
可以大量购买，只需要付款后沟通并
支付运费即可。
对于一些人以二手衣物捐赠投
放箱行骗的情况， 卖家坦言， 据他了
解，来买这些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的
人，很多都是用来骗钱的。
另一名商家表示，他家生产的二
手衣物捐赠投放箱可以按照客户的需
“
想要多少要多少， 买这
求定制生产，
个不需要啥证件，付款就行。 ”
（据《北京青年报》）

多款充电宝容量虚标问题严重
专家建议应通过官方渠道购买
现在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对于
不少朋友而言，随身带一个移动电源
真是非常重要。不过，市面上的移动电
源质量怎么样？使用性能如何？标称容
量都达到了吗？
今年3—8月，广东省消委会指导
茂名市消委会，开展了移动电源比较
试验。消委会工作人员模拟实际消费，
从各零售商场和专柜随机购买20款移
动电源样品，标称容量从6000毫安至
20000毫安， 价格从136元至175元不
等。 然后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针对影
响使用性能的两项指标——
—额定容
量和转换效率进行测试比较。结果有8
款样品实际放电容量与标称的额定容
量明显不符，比例达到40%。
消费者在买充电宝的时候只是
看包装的介绍和充电宝产品上的容量
标识，至于符合还是不符合，消费者很
难确认。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充电宝等
相关产品时，应该怎么办？

财经评论员吕国舜认为，比如某
品牌的充电宝， 标的容量是10000毫
安，但是在底下会标注说实际可输出
的容量只有6900毫安，这主要与充电
宝输出的电压有关。 因为充电宝内部
电路的电压基本是3.7V左右， 但它正
式工作的时候，电压要达到5V，而根
据能量守恒定律，电压上升，容量自然
就会下降。 所以消费者更应该关注其
实际容量， 而不是商家标注的10000
毫安或20000毫安， 因为这是根据内
部电路的电压为3.7V来设定的。 消费
者在选择移动电源时， 应该尽量通过
正规渠道、官方渠道购买产品。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
表示，根据市场规律，质量和价格是相
关的。 质量很好的产品，成本很高，所
用的原材料规格比较高， 能够符合安
全使用，而且能够符合满电的要求，这
是个技术问题， 一般消费者不太好把
握。 但是，若消费者去正规商店买，它

会有供应链管理， 它的产品想进入销
售渠道， 其主体资格及产品质量肯定
经过审核，所以从这样的渠道购买产
品相对而言把握更大一点。
若消费者买到的产品和标识不
符，是否可以追究厂家的责任？
李斌表示，从法律上而言，如果
商家从厂家订购了一批充电宝， 但是
由于充电宝质量存在问题，卖给消费
者之后， 商家就对消费者承担合同责
任，因此，商家可以向厂家进行追偿。
但是作为一般的消费者， 与厂家之间
没有直接合同关系， 除非产品存在缺
陷，比如有安全隐患突然爆炸，造成人
身或财产损失，此时，即便厂家不是与
消费者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是作
为生产者， 消费者依然有权利要求厂
家承担侵权责任。这叫侵权责任，而不
是违约责任。 因为违约责任的责任相
对方只是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 不包
括厂家。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

弋阳供电举办
第三季度道德讲堂
弋阳讯 近日， 弋阳供电公司
新一期道德讲堂正式开讲。
此次道德讲堂在全体职工静
默
“
做反省”中拉开了序幕，通过对
自己日常言行的反思，创造更和睦
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随后大家一起
观看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短
片,短片通过几个例子，不断讲述作
风建设的重要性。 在“
诵经典”环
节， 经过主讲人的领诵和解读，大
家一起重温了《诫子书》，激励自身
敬业奉献、修身养性、治学做人。
活动中， 干部员工纷纷谈感
受、谈认识，并表示“道德讲堂”能
以德育人，催人奋进，激励大家讲
道德、学模范、做好人。
近年来，弋阳供电公司高度重
视
“
道德讲堂”建设工作，把道德讲
堂作为建设和弘扬统一的企业文
化的重要载体。 大家讲述身边人的
故事，学习身边看得见、学得到的
“
平民英雄”和
“
凡人善举”，营造了
重道德、讲文明、树新风的浓厚氛
围，不断传播
“
积小德为大德、积小
善为大善”的正能量。 （熊彧）

漫画与幽默

《袋鼠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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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婷遗失湖南理工学
院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
105431200805001432，专业：
音乐学，学历：本科，学制:四
年制，声明作废。

昨晚12点多， 我睡得正
香，舍友打来电话，我很无奈
地接了：
“
谁啊？ ”
她说：
“
我在厕所，给我送
点卫生纸。 ”
我说：
“
今天太晚了，明天
吧。 ”然后我就挂了。 早晨起
来，被舍友打了。

遗 失 启 事
汪啟文遗失土地证，土
地证号： 铅国有 （2010）第
556号，土地坐落：东至付宏
研房外沿0.6米，西至曹国良
房共基，南至余步兴房外沿
4.8米，北至大路，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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