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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陪你走

不小心打碎咖啡杯托盘

10月7日下午，尹女士陪母亲到宜
家家居逛商场，“因停车位紧张，我就把车
停到了附近的美联国际商场。”晚上6点
左右，两人打算驾车回家，母亲提出顺路
到美联商场买点碗盘回家。

尹女士说，她们来到商场1楼海优家
具厨电生活馆，被店内的一套咖啡杯吸引
了。尹女士拿起杯子和托盘试试手，就在
这时，手一滑，不小心将咖啡杯托盘打碎。

店员见状不知所措，尹女士随即表
示愿意赔偿。经店员向老板请示后，店
方表示可以赔偿，但得按整套咖啡杯赔

偿，一共950元。听到赔偿金额，尹女士
吃了一惊。

“店方说，整套咖啡杯有5个，碎了一
个托盘，咖啡杯就不完整了，不能再按整
套销售，所以得按整套咖啡杯的钱赔偿。”
尹女士当然不认同，“要赔最多赔一个杯
子的价钱。”

双方在商场工作人员协商下，依然没
能达成一致。最后，店方提出赔偿800
元，尹女士考虑到老人在身边，只好拿出
800元才得以脱身。

消费者质疑索赔价格过高

回家后，尹女士想不通。她认为，既

然店里卖的是易碎的碗盘杯具，那么店家
有义务明确告知消费者，提醒价格及损坏
赔偿规定，这样消费者也会更加注意，但
自己并没有看到任何易碎提醒标志。此
外，尹女士还质疑索赔价格过高，没有任
何参考标准。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美联国际商场1
楼的海优家具厨电生活馆。记者看到，店
内左侧就是碗盘杯具售卖区，柜台上摆放
了多组碗盘杯具，价格都在千元左右。而
尹女士打碎的那套咖啡杯，剩下的4个依
然在展位上销售。

“这种咖啡杯可以单独卖吗？”记者指
着杯子问道。“可以，但这套咖啡杯一共5
个，有一个已经打碎了，看你是否愿意。”
店员回答道。“单独卖多少一个杯子？”

“200多块！”
在记者表明来意后，店员表示，当天

尹女士给出赔偿后，就相当于已经“买”了
整套咖啡杯，碎了的杯子已经拿走，剩下
的4个由尹女士委托店方帮忙售卖，也是
为了减少她的损失。

店方称需按整套赔偿

记者随后联系上该店老板张小姐，她
表示，确实有这回事。张小姐介绍，打碎
的这个咖啡杯是按整套出售的，售价950
元，一套包括5个咖啡杯和5个托盘，“整
套咖啡杯是从日本进口的，打碎一个，我
们也就无法再卖了。”

张小姐表示，以前店内也发生过类似
事情，也都是按整套赔偿，“为了减少顾客
损失，我们会帮助顾客把完好的咖啡杯留
在店内继续销售，这次尹女士就采纳了这
个建议。”

那么，800元的赔偿价是如何界定
的？张小姐说，原本提出按950元售价赔
偿，但双方协商不下，“最后按成本价赔偿
的，采购价就是800元。”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康思嘉）近日，
璧山区青杠街道大兴社区妇联儿童之家开
展了一场“同悦书香·共度好时光”的亲子阅
读指导活动，吸引了几十位孩子和家长参加。

此次活动利用亲子共读的形式，既丰
富了小朋友的文化知识，还密切了亲子关
系，受到家长和孩子的一致好评。这是璧

山区妇联“家庭教育流动学校百场讲座进
万家”的一部分，通过开展家庭教育讲座，
指导“同悦书香·共度好时光”亲子阅读，引
导广大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
握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提升家庭的
文明素养和教育教化功能，推动全民素质
的提升，助推“和美璧山”建设。

2018年茅台酒 1200元/瓶
2017年茅台酒 1250元/瓶
2016年茅台酒 1260元/瓶
2015年茅台酒 1270元/瓶
2014年茅台酒 1280元/瓶
2013年茅台酒 1300元/瓶
2012年茅台酒 1350元/瓶
2011年茅台酒 1400元/瓶
2010年茅台酒 1500元/瓶
2009年茅台酒 1650元/瓶

2008年茅台酒 1850元/瓶
2007年茅台酒 2000元/瓶
2006年茅台酒 2100元/瓶
2005年茅台酒 2200元/瓶
2004年茅台酒 2300元/瓶
2003年茅台酒 2400元/瓶
2002年茅台酒 2600元/瓶
2001年茅台酒 2700元/瓶
2000年茅台酒 2900元/瓶
1999年茅台酒 3200元/瓶

1998年茅台酒 3600元/瓶
1997年茅台酒 3900元/瓶
1996年茅台酒 4200元/瓶
1995年茅台酒 5800元/瓶
1994年茅台酒 6000元/瓶
1993年茅台酒 6600元/瓶
1992年茅台酒 6800元/瓶
1991年茅台酒 7000元/瓶
1990年茅台酒 7100元/瓶
1989年茅台酒 7600元/瓶

1988年茅台酒 8100元/瓶
1987年茅台酒 8600元/瓶
1986年茅台酒 9000元/瓶
1985年茅台酒 10500元/瓶
1984年茅台酒 11500元/瓶
1983年茅台酒 12500元/瓶
1982年茅台酒 13500元/瓶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1981年及以前的价格面议！

地址：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66号，如家酒店2楼201会客室（东原ARC中央广场旁）
公交路线：213、219、228、236、237、262、280、281、166、203、208、209、211、260、467、843到石碾盘站下

高价回收茅台酒（重庆站）

以下为全品相53°茅台酒价格。具体以实物为准，此价格仅供参考。茅台酒收购价格表
征集范围：茅台酒、五粮液、2000年以前生产的剑南春、郎酒、古井贡酒、董酒等各类名酒及洋酒。

活动时间：2018年10月10日—10月16日
咨询电话：19936191358 （重庆各区可上门收购）

璧山青杠街道大兴社区
开展亲子阅读指导活动

逛商场打碎咖啡杯托盘

遭索赔近千元

你怎么办？

重庆万人火锅宴10月19日开烫

逛商场时，走
进卖碗盘杯具店，
难免上手摸一摸看

一看。但最近读者尹女士可
就郁闷了，原本想挑一套咖
啡杯，却不小心打碎了咖啡
杯的托盘，“看似普通咖啡杯
一个小小的盘子，店家要我
赔偿950元。”最终，经双方
长时间协商，尹女士赔偿了
800元才得以脱身。

事后，尹女士越想越不
是滋味，对店方的赔偿标准
提出质疑：什么咖啡杯要如
此高额赔偿？赔偿依据又是
什么？昨天，重庆晚报记者
走访了这家店铺。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重庆
晚报记者昨日从第十届中国（重庆）火锅
美食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火锅
节将于10月19日~22日在江北区金源
时代购物广场举行，届时将为广大市民带
来一场饕餮的火锅美食文化盛宴。

重庆火锅节已举办九届，成为火锅行业
的品牌节会。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火锅节
更是成了重庆的城市节日。今年的火锅节
将继续以“麻辣happy 城市节日”为主题，
以“全球化、全民化、全业化”为定位，近

50000平方米的展场规模，将集结70余个
火锅品牌、300余家火锅供应链企业，以及
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火锅行业大咖、美食
专家、文化学者及火锅行业从业人员参与。

本届火锅节活动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将与京东联动，定制全网火锅节快递箱，并
随机附送重庆火锅底料惊喜盒，火锅节期
间凡在京东商城购物的全球用户即有机会
收到来自重庆火锅的礼物。此外，万人火
锅宴区将现万人同烫火锅的盛况，充分
体现重庆作为火锅之都的魅力。

律师：
店内应设提醒标识

昨天，记者通过购物网站搜
索同品牌的日本咖啡杯发现，有
数百件产品在售，价格在几十元
至千元不等。记者随后联系两江
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工作人
员表示，类似销售物品损坏赔偿
也是应该的，但按柜台的销售价
格赔偿欠妥，最好是成本价赔
偿。建议双方协商解决，赔偿最
好有书面协议。

对此，重庆智坤律师事务所
陈敏律师表示，顾客损坏货品的
确应予以赔偿，按成本价赔偿是
合理的，顾客也有权要求店方提
供物品的采购清单。此外，店方
应在柜台设置易碎提醒标识，并
准备一份价目表，提醒顾客损坏
物品，就需照价赔偿。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郎建荣

相关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周小平）为保障
全市残疾儿童及时得到有效康复救助，从
10月1日起，我市全面实施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

据悉，救助对象为：具有重庆市户籍且
符合条件的0~6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
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包括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的残疾儿童和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残
疾儿童；残疾孤儿、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
的残疾儿童；其他经济困难家庭的残疾儿

童。有条件的区县（自治县），可扩大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年龄范围，也可放宽对救助
对象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

《实施意见》明确，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内容主要为减轻功能障碍、改善功能状况、
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为主要目的
的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和康复训练等。

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儿童监护人可向
残疾儿童户籍所在区县（自治县）残联提出
申请。由区县残联会同民政、扶贫等部门
进行审核。

我市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尹女士不
小心打碎了
咖 啡 杯 托
盘，店家要
求赔偿整套
咖啡杯，共
计 950 元，
最 后 赔 偿
800元才得
以脱身。

受访者
供图

◀店老板
张小姐表
示，整套
咖啡杯从
日 本 进
口，需按
套赔偿。

受访
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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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18276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10月10日

基本号码
13 26 11 04 20 14 18

特别号码
29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119期

6481977558.6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11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6 09 11 16 35+02 05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5注
1注
56注
16注
810注
238注

每注奖金
8385832元
5031499元
157655元
94593元
4221元
2532元

应派奖金合计
41929160元
5031499元
8828680元
1513488元
3419010元
602616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27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1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27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1 8 8 8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