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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5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下称交易会）将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至 19 日、23 日至 27 日和 5 月 1 日至 5 日分

三期在广交会展馆举行。为确保本届交易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

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决定对广交会展馆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现通告如下：

一、2019 年 4 月 15 日至 19 日、23 日至 27 日和 5 月 1 日至 5 日期间， 每天 07:00 至 20：00 在以下范围禁止下列有

关车辆进入通行：

（一）货运车辆（含本市籍和外市籍，持交易会专用车证的货车除外）：

东面：科韵路（阅江中路至凤浦路）以西；

南面：凤浦路（华南快速干线至科韵路）以北；

西面：华南快速干线（阅江中路至凤浦路）以东；

北面：阅江中路（华南快速干线至科韵路）以南。

以上范围含凤浦路和阅江中路，不含科韵路和华南快速干线。

（二）大型客车（持交易会专用车证的大型客车除外）：

东面：科韵路（阅江中路至新港东路）以西；

南面：新港东路（华南快速干线至科韵路）以北；

西面：华南快速干线（阅江中路至新港东路）以东；

北面：阅江中路（华南快速干线至科韵路）以南。

以上范围含阅江中路，不含科韵路、华南快速干线和新港东路。

（三）机动车（持交易会专用车证的机动车除外）：

会展中路（阅江中路至新港东路）。

二、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管制区域内单位、住户车辆和公交车不受上述交通管

制措施限制。

三、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特此通告。

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 年 3 月 29 日

关于第 12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期间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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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不成耍赖索赔？

警方拿下这个团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刘海弘 丁燕 岑柏瀚）

建筑工地是劳动密

集型行业， 一时间人手不够在网上招聘

临时工人，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广

州白云区某工地负责人陈先生万万没想

到， 自己的这一次招聘却招来了一群人

的敲诈勒索。 昨日，记者从广州白云警方

获悉，白云警方打掉一敲诈勒索团伙。

今年 4 月 3 日， 位于白云区嘉禾派

出所辖内的某建筑工地负责人陈先生因

为工地人手不足， 让下属王先生在网上

发布了招工信息。 第二天下午就有 7 名

青年男子来到工地应聘。

王先生在与应聘者交流的过程中发

现，其中几人的起居饮食习惯有所不同，

因此回绝了他们。 没想到对方不乐意了，

称自己从几千公里的外地赶过来， 要求

王先生赔偿他们的“路费”“误工费”等相

关费用，索赔金额竟达 21000 元。

王先生让他们拿出车票凭证， 只有

一人拿出了一张 4 月 3 日的飞机票，其

余的都说自己的车票弄丢了。 王先生本

想付给对方 6000 元息事宁人，但对方坚

持一定要拿到 21000 元才罢休， 并且开

始死缠烂打，语言谩骂、肢体威胁工地负

责人。 直至晚上 7 时许，工地负责人无奈

之下才拨通了报警电话。

白云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这一起看

似用工纠纷引发的警情并不简单。 民警

综合分析了应聘人员的身份特征、 关系

特点以及其采用的手段特征， 初步推断

这很可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 随后，民警

发现其中有 3 名嫌疑人曾有类似的敲诈

勒索行为， 并且这 7 名嫌疑人显然是有

备而来，分工明确。 在充分调查取证后，

警方依法对 7 名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措

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买家付完钱网店拒发货，“标错价”谁买单？

法院判决经营者行为不构成欺诈，仍需赔偿消费者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周扬 梁珺怡）

明码标价， 是经营者向

消费者公开标明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一

种方式。 打开各色各样的购物网站，商

品价格通常都占据着非常醒目的位

置。 然而，标价错误的“乌龙”事件时有

发生。 最近，广州市民王先生在网购时

就遇到这么件烦心事。 沟通无果后，王

先生以价格欺诈为由将经营者诉至广

州互联网法院，法院日前审理后认为，

经营者行为不构成欺诈， 但仍需赔偿

王先生 800 元。

买家：付款后商家拒绝发货

王某诉称，2018 年 8 月 16 日，王

某于杭州某发贸易有限公司在京东平

台开设的店铺“某发专卖店”以 2788 元

购买一台 GQ-230 制冰机。 购买前，商

家客服说下单次日就可发货。 之后商

家以各种理由拖延， 若不加钱就拒绝

发货。 8 月 19 日，京东客服告知王某，

称经查明是商家价格录入错误， 不愿

发货， 要求王某取消订单并赔偿王某

500 元。 王某回复不要赔偿，只要制冰

机。 王某遂诉至广州互联网法院，主张

解除合同返还货款， 并请求确认杭州

某发贸易有限公司价格欺诈成立，承

担三倍赔偿责任 8364 元。

商家：员工失误致标价错误

杭州某发贸易有限公司辩称，因

当时工作人员操作失误， 才误将 4388

元的 GQ-230 制冰机按照 GQ-150 制

冰机的价格 2788 元出售。王某下单后，

公司才发现标价错误。 该公司同意王

某解除合同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且

鉴于自身行为确实存在错误， 愿意赔

偿王某 500~800 元，但没欺诈王某。

法院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贯彻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

>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68

条

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

情况 ，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

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

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本案中，杭州某

发贸易有限公司于去年

8

月

1

日开始

在京东销售商品， 王某于同年

8

月

16

日下单时该公司尚处于初运营阶段，

在王某下单当晚即向王某表明标价

错误，故对于杭州某发贸易有限公司

辩称因疏忽大意标错涉案商品价格

的意见，法院予以采纳。 该行为属于

意思表示错误，并非故意告知王某虚

假情况，不构成欺诈。

1.不构成欺诈

法

院

审

议

因杭州某发贸易有限公司的行

为不构成欺诈，故对于王某要求支付

三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

持。 但杭州某发贸易有限公司的行为

确已构成缔约过失，向王某承担缔约

过失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 本案中，

对于杭州某发贸易有限公司的缔约

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王某未举证

证明，但杭州某发贸易有限公司表示

愿意向王某赔偿

500~800

元，这属于

杭州某发贸易有限公司对自身权利

的处分，法院予以认可。 最终判决解

除王某与杭州某发贸易有限公司签

订的网络购物合同，杭州某发贸易有

限公司返还王某货款

2788

元并赔偿

经济损失

800

元。

2.商家仍要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