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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鱼网有人高价售卖化妆品空瓶
市民质疑可能用来造假 网站官方称平台禁止发布此类信息
本报讯（记者孙笑天）用完高档护肤
品，剩下的空瓶子也能售卖？ 昨天，市民王
女士浏览网页时发现， 有网友发帖质疑，
在闲鱼二手交易平台上，有人售卖护肤品
的空瓶子，价格还不低，这些瓶子会不会
被拿来作假？
王女士介绍，她平日喜欢网购，而女
孩子爱美，各种化妆品、护肤品必不可少。
王女士初见网友的帖子，还有些不相
信。 空瓶子有什么用？ 她带着疑惑登录闲
鱼网站搜索， 没想到不但有人卖空瓶子，
还有人高价收购空瓶子。
昨天下午，武汉晚报记者根据王女士
提供的线索，登录闲鱼网站，以“护肤品空
瓶”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售卖护肤品空瓶
的人真不少。 一位江苏镇江卖家就发布了
一条信息，以80元的价格售卖一款“海蓝
之谜”经典面霜的空瓶。 卖家在商品说明
里提到，这款面霜花费2650元购买，用完
后出售空瓶。
记者以“空瓶回收”为关键词搜索发

现，有多条高价回收茅台酒瓶、名贵红酒
酒瓶的信息。
随后，记者联系淘宝官方客服询问此
事。 客服人员称，根据淘宝规则，淘宝不允
许出售存在制假风险的品牌配件类商品
（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化妆品空瓶、 品牌奶
粉空罐、品牌空酒瓶），品牌酒空瓶单独售
卖存在较大制假风险，而品牌化妆品空瓶
没有实际使用用途，且使用过的空瓶卫生
条件无法保障。 这类商品在淘宝、闲鱼等
都禁止发布售卖。
为何闲鱼上还是有人售卖呢？ 客服人
员解释：由于平台产品数以十亿计，由系
统自动排查，检测到类似商品则会进行处
罚，而系统排查存在间隙，所以会有违规
商品上架。 如消费者发现此类商品，可向
客服反映，相关部门会进行核查处理。
昨天傍晚，记者再次登录闲鱼以“空
瓶”搜索发现，已经无法搜到售卖的商家。
提示显示：闲鱼禁止发布需资质准入或闲
鱼违规信息，请核实后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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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空调外机没使用就起火烧毁
警方初步排除人为纵火，将调查是否高空扔烟头引发
本报讯（记者陈奇雄）
“不晓得是哪个
从高空抛下未熄灭烟头，引起火灾，将我
家两台空调的外机烧得只剩下空壳！ ”昨
天，家住汉阳四新广电兰亭时代小区的肖
女士， 拨打武汉晚报新闻热线82333333
投诉。
肖 女 士 是 该 小 区 1 期 15 栋 303 房 业
主，该栋楼房高达33层。 今年元月份，她才
将房子装修好，但至今未住进去。 房子前
面是一个露台，靠露台外墙上，安装着两
台格力空调外机。 怕灰尘弄脏外机，她在
每部外机顶部都放了一个纸盒。
25日上午11点多，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突然打电话给她，称她家的空调外机着火
了。 她赶到现场看到，火已被物业工作人
员与邻居联手扑灭，两部空调外机被烧得
只剩下废铁皮。 据了解，是住在五楼的邻
居发现火情后，通知物业工作人员过来灭
火的。
为找出起火原因， 肖女士还报了警。
民警勘察现场后称， 露台处于封闭状态，
外人很难上到露台，可初步排除人为纵火
这种可能性。
肖女士说，事发时，这两台空调尚未
投入使用，也没有插电。 因而，火灾绝不是
它们自燃引发。 空调外机起火很可能是有

人在高空抛下未熄灭烟头引发，烟头先引
燃外机上的纸盒，接着烧毁了外机。
这个露台上确实躺着许多烟头。 就在
上个月，有人从高空抛下带火烟蒂，将肖
女士邻居家门前露台上的杂物点着了。 幸
运的是，其邻居家刚好在装修，几位装修
师傅很快将火扑灭。 事后，邻居家也未找
到肇事者。
肖女士称，因外机被完全烧毁，两台
新空调只能作报废处理，“直接经济损失
达7000多元”。 一旦警方最终确定它们起
火系有人在高空抛下烟头引起，她将通过
法律手段维权。

嫌工资太低 干违法勾当

厨师偷送餐电动车卖了150元
本报讯 （记者李爱华 通讯员丁其刚
丁珮）嫌3000元工资太低，一名厨师竟盗
窃一辆送餐电动车后， 以150元的低价销
赃。 昨天凌晨，这名贪心的厨师被警方依
法予以刑事拘留。
26岁的姚某是黄陂姚家集镇人，有厨
师手艺。 半个月前，姚某来到东西湖区吴
家山寻找工作， 可数家餐馆给姚某开出

交房公告
尊敬的兴华御水澜湾小区业主：
您好！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兴华·御水
澜湾（御水华城3号地块一期）”小区
已具备交付条件。 由于本次房屋交付
的户数较多，我司将从2017年12月2
日至2017年12月10日分批办理房屋
交付手续。 11月24日起，我司已以中
国邮政挂号信、电话通知、短信通知
及报刊公告四种形式通知到您。 届时
敬请各位业主携带好您的相关证件
及资料，前往兴华御水澜湾营销中心
办理相关入伙手续。
交付时间安排如下：
12月2日：12#楼
12月3日：15#楼
12月4日：14#楼一单元
12月5日：14#楼二单元
12月6日：13#楼一单元
12月7日：13#楼二单元
12月8日：18#楼
12月9日：17#楼
12月10日：16#楼
特此公告！
武汉御水华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0日

3000元左右的月薪，姚某嫌工资太低。
26日下午4点， 姚某路过吴家山街恒
春里社区时，发现一辆送餐电动车停放在
巷口处，姚某将其盗走后，以150元的低价
销赃。 后经了解， 这辆送餐电动车价值
2800多元。
外卖小哥卢某发现电动车被盗后立
即报警，吴家山街派出所民警调取视频资

七旬老人写来感谢信
赞公交司机找回失物
本报讯（记者谢冰林）昨天，武汉晚
报编辑部收到一封特别的感谢信， 一位
七旬老人感谢408路公交驾驶员热心帮
她找回了丢失的物品。
11月16日傍晚6点30分，李婆婆从汉
正街乘坐408路公交车，在山海关路站转
乘时， 将自己的包落在了408路车上，里
面有钱包、手机等物品。
李婆婆发现包丢后， 和老伴拦下一
辆出租车， 来到408路公交车终点站，调
度室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两位老人。 不
久，司机梁晨拿着一个包走了进来。
梁师傅回忆， 当时他驾车到终点站
时，按照惯例检查车厢，发现车座上有一
个包， 交给调度室时没想到会遇到失主
夫妇。
尽管事情过去了两周， 李婆婆却念
念不忘。 昨天，她特意送来这封感谢信，
表达自己诚挚的谢意。

农民工乘车误投百元
公交员工帮他“找钱”
本报讯 （记者李爱华 通讯员李立
李福斌）一位农民工在乘坐780路公交车
时，误将100元当1元投入投币箱，公交司
机和车队工作人员积极协助， 与票务部
门核实情况，终将多投票款返还给了他。
农民工任师傅今年54岁， 在武汉打
工已有3年。 26日清晨5点30分，任师傅从
汉口后湖中心医院乘坐780路公交车赶
到复兴二村工地上班。 上车时任师傅不
慎将一张百元大钞当作一元钱塞进了投
币箱，当班驾驶员田力发现后立即阻止，
但钱已经滑入票箱内。 任师傅一时心急
如焚，田力劝他不要慌，自己一定帮他想
办法拿回多投的票款。
任师傅随后被田力送至780路黄塘
湖站，站长郭家欣热情接待了任师傅，安
慰他不要着急，表示钱一定可以拿回来，
并留下了任师傅的联系方式。 郭家欣随
后与票务部门联系， 说明情况后开箱取
回了任师傅误投的钱币。
前天下午5点35分，任师傅来到公交
780路调度室，从郭家欣手上接过多投的
票款，连声道谢。

武汉市公交集团 武汉晚报 合办

料后， 锁定了身着黑色夹克衫作案的姚
某，并对其进行多方追踪和布控。
昨天凌晨3时许， 姚某在六顺路网吧
一条街寻找作案目标时，被布控民警抓获
归案。 经审查，姚某如实交待了盗窃卢某
电动车的违法犯罪事实。
目前，姚某因涉嫌盗窃犯罪，已被警
方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办公室员工上班发现窗玻璃被击破
怀疑邻近居民楼有人玩弹弓或气枪
本报讯（记者谢冰林）昨天上午，在汉口惠
济路长航大酒店办公的鲁女士刚来到办公室，
就发现自己座位旁的玻璃上有一个窟窿， 桌子
上还有碎裂的玻璃碴。
“
前一天下班时还好好的， 早上突然出现
的，应该是夜里被硬物击中所致。”记者看到，被
击打的窗玻璃出现两处窟窿， 一处在窗户正中
间，另一处在右上方。两处窟窿发散出一厘米半
径的网状裂痕。
鲁女士说，自己在6楼办公。 窗户外面正对
一个小区的楼房，距离很近。她怀疑可能是有人
恶作剧，用弹弓或气枪所为。“
幸好没伤到人，不
然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鲁女士已向长航大酒
店物业管理处反映， 工作人员正在对此事进行
调查。

黄陂“老来乐”老年公寓
恢复供水预计需两个月
本报讯（记者谢冰林）因黄土公路施
工挖破供水水管，居住在“老来乐”老年
公寓的500多位老人一个多月用水难，公
寓购买洒水车，每天从5公里外的工业园
拉来生活用水。 前天，武汉晚报09版报道
此事后，引起各方关注。 黄陂区委工作人
员表示， 施工路段沿线全面恢复供水预
计还需两个月。
昨天， 记者联系黄陂区委工作人员
得知， 黄土公路整体拓宽是今年黄陂区
一项重大市政工程。 由于埋入罗汉寺街
地下的供水管年限太久， 很难确定供水
管具体位置， 导致施工时不慎将水管挖
破。 目前，供水公司已经一边及时修理破
损水管，一边铺设新管道。 预计黄土公路
罗汉寺街路段还需两个月完成施工，沿
线居民即可全面恢复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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