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 15 日宣

布，海关缉私部门近期侦办一起特大

象牙走私案，现场查获 7.48吨象牙。

这是海关缉私部门近年自主侦查一

次性查获象牙数量最大的案件。

据介绍，3 月 30 日， 海关总署

指挥黄埔海关缉私局在合肥、南京、

北京、福州、青岛海关缉私局和地方

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在多地展开收

网行动， 一举抓获 20 名犯罪嫌疑

人，查获 2748根象牙，合计 7.48吨。

据介绍， 该犯罪集团在非洲收

购大量象牙， 通过非设关地偷运等

方式走私进境。 此次查获的 7.48吨

象牙是通过货运渠道伪报为木材方

式进境，藏匿于废旧厂房中。目前这

一案件还在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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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19 年 4 月 22 日—4 月 27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计

划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贵阳供电局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两

城

区

域

4月 22日

09：00—20：00

110千伏瑞金变 10千伏瑞园 034开关

至 01 号环网柜 011 开关至 3232号开

关区段

瑞金北路、 北新区路沿线 海兰浴业、中

国民航贵州省管理处、新业房开、供销汽

配厂

4月 22日

09：00—20：00

10千伏桥海线海马房开Ⅶ、海马冲Ⅰ

配变

海马冲路沿线 海马房开Ⅶ、 海马冲Ⅰ变

压器台区

4月 24日

09：00—20：00

10千伏瑞西线 02号环网柜 012开关

至 04号环网柜 011 开关区段

延安西路头桥至二桥路、 珍珠巷沿线 源

亨房开、北京鑫实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4月 25日

09：00—20：00

110千伏瑞金变 10千伏瑞西 025开

关至 02号环网柜 011 开关区段

延安西路头桥沿线 西出口路灯Ⅰ

4月 26日

09：00—20：00

10千伏瑞中线 03 号环网柜 012开关

至 08 环网柜 011 开关区段

延安西路老客车站沿线 客车站Ⅰ、 轨道

延安西路Ⅱ专用施工变

4月 23日

08：00—20：00

10千伏观百线 3244# 开关后段

观水巷、中医学院部分区域：学生公寓、中

医学院锅炉房、中医学院宿舍、车木社、观

水巷变、气象局宿舍、雕刻社、水文站等

4月 24日

08：00—20：00

10千伏观百线 3244# 开关至 8822#

环网开关前段；10千伏观科线 381#

环网柜 3816# 环网开关后段；10千

伏西路线 400# 环网柜 4001# 环网

开关前段

中医学院部分区域：中医学院、万东商贸

城、升远房开、中医学院教学楼、中医学院

图书馆、中医学院高知楼、东方服装厂、富

庄酒楼等

4月 25日

08：00—20：00

10千伏滨通线 3179# 柱上开关后段线

路

黄岭路、青山小区部分区域：综合房开变、

海天房开、克玛冲、桑榆房开等

4月 22日

10：00—15：00

10千伏溪塘线 #4-#24杆区段线路

洛平后寨、爱情坡、贵大西村、贵安新区

村镇银行培训中心

4月 24日

09：00—16：00

10千伏凉锅线上团寨支线大水沟开关

箱董家堰分支 002开关后段线路

民族中学、新机关、花溪创力精密数控刀

具厂、益康制药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金

阳

区

域

4月 23日

09：00—18：00

10千伏孟碧线 6061 号开关至 10千

伏孟碧线北极熊 6062号开关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配变、 五星罗二寨

配变、建筑第五工程局配变、贵州慧美添喜

食品公司配变、恒信教学设备厂配变、轻机

厂宿舍配变、孟关乡村委配变、孟关乡村委

2 号配变、五星村市政路灯配变、五星新寨

配变、五星村委配变、五星排楼配变、五星

小庙 1 号配变、五星小庙 2 号配变、五星村

移动基站配变、五小庙涵洞口配变、恒盛教

学设备厂配变

花

溪

区

域

4月 23日

09：00—18：00

10千伏王亮线葫芦庙分支

王宽安置房配变、朱家院配变、移动营运配

变、课米田配变、花溪污水处理厂配变、葫

芦庙 1 号配变

4月 24日

09：00—14：00

10千伏二碧线蛤蟆石 2015号开关后

段线路

石龙马鞍 2 号配变、石龙白岩配变、石龙围

坡配变、 石龙关山配变、 利发节能环保配

变、石龙茶山配变、石龙翁召配变、石龙关

山移动基站配变、石龙干坝配变、石龙笔架

配变、石龙笔架移动基站配变

小

河

区

域

4月 25日

09：30—17：30

10千伏长创线 003 开关至 606号环

网柜 6060号开关区段

高新科技园、创业大厦、路灯变、高科控股、

长通科技有限公司、贵州聚成置业、施奈克

马、中水集团、贵州油研所、泛特尔生物科

技、标准厂房服务站、高新国资标准厂房、

森瑞管业、经济发展局、仁远物管等

4月 25日

09：30—17：30

10千伏阳创线 601 号环网柜 6011 号

开关至 10千伏长创线 602号环网柜

6020号联络开关开关区段

高科控股集团（高新国资）、高峰石油、高

新国资公司、贵阳欣胜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小湾河生态有限公司、 茅台集团 （施工

变）、安置房小区、金阳科技产业园农民拆

迁安置房等

4月 25日

10：00—16：00

10千伏岩镇线 2号环网柜 003 开关后

段线路

青岩镇东门片区

4月 26日

09：00—17：00

10千伏养电线养坡箱式开关养坡变箱

式 2321 开关至明珠社区开关箱主进

011 开关区段线路

吉林村、硕苑、御苑、职工疗养院、柏枝

山、吉林新村

花

溪

区

域

综合中新网、新华网消息 针对

“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一事，西安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副局长

刘林 1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该局成立专门执法小组进入奔驰

4S 店，如果检查当中发现有违法违

规的行为，将依法进行严厉查处。

近日，“西安奔驰女车主哭诉

维权”事件持续发酵。4月 13日，该

奔驰车主在西安市市场监管局高新

分局西部电子商城工商所， 向联合

调查组递交资料，配合调查，并继续

维权。据车主称，自己曾在不知情时

被西安“利之星”奔驰 4S 店收取了

15000 余元的金融服务费， 并未开

具发票。对于该笔支出的合法性，她

表示质疑。

同日， 奔驰官方微博发布声明

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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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记者来到西安“利

之星”奔驰 4S店了解事件经过。 在

销售大厅， 记者看到有一些消费者

前来咨询车辆信息。 据现场一位销

售人员称，受维权事件影响，这几日

店里客流量相对此前有所减少。

在记者向店内工作人员询问是

否会收取金融服务费等问题时，几

位物业、 行政人员对记者表示将有

专人负责解答。 然而记者在现场等

待两个多小时后，西安“利之星”奔

驰 4S店工作人员却称，上级领导都

不在店内，无法安排采访。

记者随后来到西安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进行采访。 该局高新分局副

局长刘林称，奔驰车投诉曝光以来，

该局成立了专门的执法小组进入奔

驰 4S 店， 对当事人提出的 8 项诉

求，逐一进行核对。如果检查当中发

现有违法违规的行为， 将依法进行

严厉查处。

媒体报道，针对奔驰 4S店收取

金融服务费而没有开发票的行为，

陕西税务部门表示，将密切关注该

事件，是否存在偷漏税或涉税违法

行为，正在积极核实调查。

中新网记者致电陕西省消费者

协会办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称，消

费者协会已获悉此事。 记者提出采

访时，办公室工作人员称，需要上报

领导后，再给记者回复。 截至发稿

时，记者尚未接到消费者协会的回

复。

记者从中国银保监会独家获

悉， 对于近日媒体热议奔驰女车主

被收取“金融服务费”问题，中国银

保监会高度重视， 已要求北京银保

监局对梅赛德斯 - 奔驰汽车金融

有限公司是否存在通过经销商违规

收取金融服务费等问题开展调查。

银保监会表示， 将根据调查情况依

法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 切实维护

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官方调查奔驰4S店“金融服务费”

西安“女车主哭诉维权”追踪：

据《新京报》消息 4 月 15 日

下午，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齐鲁天

和惠世制药公司一车间发生事故

致 10死 12伤。记者梳理发现，涉事

公司曾于 2 年内发生 3 起爆炸、火

灾事故。

据了解，4 月 15 日下午 15 时

37 分，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

冻干车地下室， 在管道改造过程

中，因电焊火花引燃低温传热介质，

产生烟雾，致使现场作业的 10 名工

作人员中 8人当场窒息死亡， 其余

2 名工作人员在抢救过程中死亡。

另有 12名救援人员受呛伤，无生命

危险。

经环保部门检测， 对周边环境

未形成影响。 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

处置中。

记者梳理此前媒体报道信息发

现，2015 年 4 月 30 日凌晨，董家镇

849 号齐鲁天和惠世制药厂内一座

四层楼高的车间发生爆炸并引起火

灾，明火最高时达到 20 米，未造成

人员伤亡， 系车间一层东南角反应

釜泄压过程中引起的。

2016 年 8 月 16 日， 齐鲁天和

惠世制药厂发生火灾， 厂区内一座

五层楼内的车间起火，后经勘察，起

火原因是两名工人在切换风管引燃

管内残留气体时发生火灾， 财产损

失约 2万元。

2016 年 10 月 10 日 20 时 50

分左右，董家镇 849号，齐鲁天和惠

世制药厂回收系统一含有酒精的压

力容器发生爆炸， 现场车间约 400

平方米，无人员伤亡无明火。

济南一制药厂发生事故10死12伤

车间电焊火花引燃低温传热介质产生烟雾———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江苏盐城

市委宣传部获悉， 公安机关 15日对

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及为该公

司相关项目作虚假评价的中介组织

涉嫌犯罪的 17名嫌疑人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3月 21日 14时 48分许， 盐城

市响水县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

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公

安机关立即开展调查工作， 于 3 月

23 日立案侦查，并对江苏天嘉宜化

工有限公司 3 名负有重大责任的嫌

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月 13

日， 又有 6 名负有重大责任的嫌疑

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江苏响水爆炸事故

又有17人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海关总署查获

7.48吨走私象牙

西安涉事奔驰 4S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