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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15消费者权益日主题：

消费与安全。安全更是广大消费

者关注的核心，企业提供的产品和

服务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体

现在具体行动中就是企业对社会

和普通消费者有没有爱心，伴随着

的“涨价热潮”，作为颇有争议的驾

校行业一直倍受人们关注，3月15

日，主流媒体一同走进了新安驾

校，通过对新安驾校教学、工作成

果展的参观，更对新安驾校“五心

服务”、“爱与责任”的理念有了更

深层次的认识。

此次，新安驾校把全面提升后

的教学服务理念，创新教学方法，

透明教学模式全面展示在媒体眼

前。自2011年 8月新华教育集团

全资收购新安驾校以来，新安把服

务理念更深层次地融入到驾驶培

训中。多次举办了以驾校工作为

主题的活动：教练员技能大赛、“金

牌教练”评选、《驾驶一点通》编

撰、电子路考光盘拍摄与制作、科

目三电子路考经验交流会、教职工

军训、再教育培训、毕业学员座谈

会、文明交通进驾校.......

由报名开始，驾校专为学员配

备“专属咨询师”，沟通学车、考试

时间，为学员全程解决学车问题。

新安驾校张校长说：“此次驾

培行业新价格标准的实施，对整个

驾培行业来说，既是一种激励，又

是一种鞭策，更是一种责任！它促

使整个驾培行业需要诚信经营，不

断加强硬件设施投入，提高综合服

务质量以及教学管理水平，以更加

优质、高效的服务和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来回报社会和学员。在新的

一年里，新安驾校将继续秉承新华

集团‘爱与责任’的企业文化理念，

进一步树立责任意识，狠抓教学质

量管理与创新，努力提高学员考试

合格率，培养真正合格的驾驶员，

这也是驾校品牌的树立和良好口

碑建立的新起点。”

新安驾校学员以首轮合格率

高达91.3%的佳绩，稳居合肥同类

学校通过率榜首，这可以说是新安

爱与责任教育理念的最佳见证。

新安驾校:电子路考通过率91.3%

星报讯（王 荣 春 记 者 张

敏） 对前夫念念不忘的市民

张女士听闻前夫即将再婚，心

情沮丧之下躲在家中吞下一瓶

安眠药。昨日 13：40，滨湖派出

所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对张

女士进行解救。目前，张女士

已经脱离危险。

据了解，张女士的前夫将于

3月17日结婚。张女士得知消息

后，心情一度沮丧到极点，在服

下大量安眠药后，神志不清地给

前夫拨去电话。前夫感觉到异

常后，急忙向合肥警方求助。滨

湖派出所民警根据线索，来到观

湖苑小区，成功找到了张女士的

住处，敲开门后，发现张女士躲

在屋内，其母亲守在一旁哭泣，

不知所措。

经调查了解，张女士一口气服

下近30颗安眠药，幸亏发现及时。

最终，民警用被子将其裹起，送医

抢救。由于抢救及时，张女士脱离

了危险，目前仍在留院观察。

知前夫再婚女子吞药寻死

星报讯（记者 沈艳） 昨日，

一股法国文化风在合肥“扑面而

来”。国际餐饮高端品牌马克西

姆餐厅本月将在合肥正式开业，

这也是其全球第十一家餐厅。届

时，联合国亲善大使、世界顶级时

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先生将亲临

合肥亲自剪彩。这是记者昨日从

中国首届葡萄酒高峰论坛新闻发

布会上得到的消息。

3月 27日，世界葡萄酒论坛

暨欧堡万国酒庄、合肥·马克西姆

餐厅开业典礼将在金大地1912街

区举行。已经 90 岁高龄的联合

国亲善大使、世界顶级时装设计

师皮尔·卡丹将携多国大使、参赞

参与此次活动。作为名誉股东，

皮尔·卡丹此行的最大目的是为

马克西姆餐厅开业剪彩。据透

露，皮尔·卡丹此次前来合肥，还

将准备一份神秘礼物，送给一名

幸运的合肥市民。

据了解，合肥·马克西姆餐厅

是继巴黎、纽约、莫斯科等世界名

都之后的，全球第11家餐厅，此次

落户合肥金大地 1912，让市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用正宗法式料理。

二线城市越来越成为国际高端品

牌角逐的“战场”，合肥也不例

外。据论坛主办方中国诗酒文化

协会副会长、马克西姆餐饮（合

肥）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毅勇介绍，

近年来，南京、合肥、长沙等二线

城市的消费有很强爆发力，这也

是国际高端餐饮品牌“盯上”合肥

市场的原因。

合肥餐饮刮起“法式风”
马克西姆餐厅3月27日开业，皮尔·卡丹送来神秘礼物

星报讯（马芹芹 记者 张敏/文 黄洋洋/图） 昨日

上午7：40，在省城新蚌埠路与凤台路交口一小区内，

一名中年妇女不慎从窗台坠下，坠落时相继砸毁一排

晾衣架，最终跌落至二楼平台上，无法动弹。最终，警

民合力架起木梯，小心翼翼地将伤者抬至地面。

记者赶到现场时，受伤的中年妇女还有意识。由

于二楼平台离地面有近五六米高，如何将伤者成功抬

至楼下，成为一道难题。最终，有居民取来绳索，将伤

者“捆绑”在担架上，避免其倾斜发生晃动，架起了木

梯，守候在楼下的120急救车也已就位。十多人聚集

在担架一旁，小心地将担架顺着梯子放下，唯恐担架

倾斜，很多素不相识的居民也主动伸出援手。

伤者被送上120急救车后，伤者双手合一，向给予

救助的居民道谢。记者注意到，楼宇外侧的晾衣架已

经悉数被砸毁，而正是这些弹性较好的晾衣架才救了

伤者一命。记者从省立友谊医院获悉，伤者今年 46

岁，经诊断盆骨骨折，可能伴有肺挫伤，具体伤情还在

检查中，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据伤者称，在家擦玻璃

时，由于窗台湿滑，未做好防护措施一时不慎失足从6

楼坠下。

星报讯（记者 李皖婷） 合

肥市工商局消费者投诉维权中

心昨日透露，维权中心尚未接

到央视 3·15 晚会转办来的投

诉。截至昨天中午，消费者关

于手机、电器、食品、服装等大

众消费品的投诉量比较集中，

房产、汽车、合同类投诉有着上

升趋势，客运和餐饮类的投诉

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记者同时了解到，我省工商

部门接到消费者反映问题比较

集中的是：家电、手机、汽车、保

健品、化妆品、食品等商品质量，

家电、汽车、手机维修等售后服

务，房产、装饰装修及物业管理，

电视和网络购物、快递服务、预

付卡消费、宽带、通信服务以及

制假售假、传销、黑网吧、虚假宣

传等。

据合肥市工商局介绍，去

年全年该局 12315 投诉热线共

受 理 消 费 者 申（投）诉 3.34 万

件，依法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

件 3201 件，案值 3348 万元，其

中打假维权案件 1500 余件，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600 多万

元。

房产、汽车、合同类投诉上升

星报讯（记者 范竹标） 由

村长带队，5 人不远千里从成都

“组团”来肥，趁凌晨居民熟睡之

机，攀爬入室盗窃，短短一周，流

窜作案数起。3月15日，这一5人

盗窃团伙被合肥瑶海警方严密布

控的义务巡逻队员抓获。

3月13日凌晨4点左右，城东

派出所民警带领4名专业巡逻队

员，在辖区某小区内巡逻时，发现

22栋楼后有衣物被丢弃在地，随

即听见右侧围栏处有异样响声。

慢慢靠近后，巡逻队员发现两名

可疑男子，其中一名男子正在翻

栅栏，另一名男子在栅栏外向小

区内张望，形迹十分可疑。巡逻

民警随即将两名可疑男子拦下进

行盘查，在查看其随身物品时，发

现螺丝刀、攀爬绳索等物品。巡

逻民警立即对两名男子进行控

制，并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审查。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

们一行5人均为四川人，3月7日

上午从成都乘火车来到合肥，住

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凌

晨外出攀爬作案。办案民警顺藤

摸瓜，3月12日下午15时许，在辖

区某生活区出租民房内，将正在

注射海洛因的另3名嫌疑人全部

抓获，并在其住处缴获大量名牌

服饰及注射器材。

进一步审查发现，该团伙五

人均为吸毒人员，其中一人是当

地的一名村长，“组团”来肥，并在

省城多个小区内攀爬入室盗窃，

窃得的赃款多被他们用于吸食毒

品。目前，该团伙的5名犯罪嫌疑

人，3人被刑拘，2人被行政拘留。

“没想到，我这把年纪还能发

挥作用。”昨日上午，在义务巡逻

队员表彰会现场，60多岁的王大

妈高兴地说。据城东派出所所长

邹勇介绍，为遏制盗窃案件的发

案势头，辖区加大群防群治力度，

积极组建义务巡逻队，在重点地

段、路段、时段进行巡逻防范，今

年以来辖区可防案件的发案率下

降23%。

“组团”来肥行窃川籍“瘾君子”落网
5名川籍吸毒人员在肥多次入室盗窃，领头人竟是村长

女子擦玻璃不慎从6楼坠落
晾衣架救其一命，众人纷纷伸援手

星报讯（钱涛 王涛） 近期，

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利用木马程

序控制网银转账进而盗窃或诈

骗的案件，部分受害人损失重

大。警方提醒，网上购物涉及转

账付款时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

据了解，此类案件的作案

嫌疑人通过某种途径获取网民

在淘宝等购物网站的购买记录

和联系方式后，自称卖家或客

服，以发送商品资料或购买过

程出现付款未成功等情况为由

与网民联系，并发送木马文件

和仿冒购物网站的页面，要求

网民在退出杀毒软件后打开，

从而获取网民的网银账号密码

并非法转移账号内资金。民警

分析认为，此类木马能够非法

获取当前电脑登陆网银的账号

密码，并自动连接银行服务器

进行转账操作，在极短的时间

内 将 银 行 卡 上 的 余 额 分 批 转

走。从涉案情况来看，金额从

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警方提醒，网民不要轻信通

过电话、QQ 等方式联系的所谓

“卖家”、“客服”，尽量使用交易平

台官方提供的联系工具、联系方

式。第二，不轻易接收、运行陌生

人发来的程序和网页，仔细甄

别。第三，为电脑安装杀毒软件、

防火墙并及时更新，对关闭电脑

防火墙的要求要慎重处理。第

四，提高网络风险防范意识，用于

网上交易的银行账户，余额不宜

过大。

木马“盗密”转移网银资金
警方提醒，装防火墙为电脑把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