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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办下来，也刷新了我的
‘三观’，才知道化妆品‘微商’这么乱，
我只能劝亲戚朋友尽量不要从‘微商’
那买化妆品。”昨天，新北区安家派出
所一位民警对记者说。

今年 8 月底，安家派出所根据举
报，在浙江义乌捣毁了一个化妆品“微
商”的供货基地，现场收缴假冒的圣罗
兰、迪奥、香奈儿、TF、MC 等各类大
牌、潮牌化妆品近10万件。

情人节礼物是假的

王丽（化名）是新北区一家外资企
业的白领。今年“七夕”前，男友张先
生为表爱意，特意花 700 多元买了王
丽最喜欢的“圣罗兰”“花西子”化妆品
礼盒相赠。

收到礼物，王丽很欣喜，但打开细
观，却感觉有些不对劲。礼盒精美无
比，但里面的口红显得很粗糙，拿在手
上也没有在专柜购买的那种沉甸甸的
分量。再看香水，包装没问题，但打开
后的味道却怪怪的。回到家和专柜商
品反复比较，王丽发现，这些化妆品确
实有问题。

她对男友说出了心中的疑惑，追
问这些化妆品的来源，才知道是男友
在其朋友圈的一个“微商”那买的。这
些专柜价起码2000多元的商品，男友
只花了 700 余元。这下，王丽更肯定
了自己的猜测：假货！

凌晨卸货时收网

接到张先生的报警后，民警将其
购买的化妆品分别送至 2 个品牌驻常
代理处鉴定，结果均为假冒。根据张

先生提供的微信好友信息，民警很快
锁定这些假冒化妆品来自浙江义乌一
家名为“九潮严选”的店，专案组民警
迅速出击。

这家店藏身于居民区，店面很小，
店招却很大。店招上有一行醒目的广
告语：“只要你有想法 价格都可以
谈。”另外还有电话和两个二维码。民
警小汤事后才知道，全国各地来的“微
商”，只要站在马路上就能扫码加上

“九潮严选”店主夫妇的微信，售假渠
道无比畅通。在此经营不到一年，绰
号“小马哥”的王某就在全国发展了
200 多名“微商”，无数假冒化妆品通

过物流、快递从义乌这家小店发出，最终
到了消费者手中。

8月25日凌晨1点，小店灯火通明，
一辆货车正在卸货。“收网！”随着专案组
负责人一声令下，包括店主王某夫妇在
内的5人全部被控制。民警从店面和仓
库两个地方搜出了近 10 万件假冒化妆
品，其中口红约占 80%，另有气垫、粉
底、眼影、香水、面膜等。

明目张胆的产业链

“这里做这个的多了，凭什么就抓我
们？”落网后，店里一名“伙计”嘀咕道。

“伙计”的话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
一些真实情况。河南人王某之所以选择
在义乌“创业”，也正是看中了这里是全
国“微商”慕名而来的日用品“基地”。

王某交代，他以前在义乌一家酒吧
当服务生，业余时间做化妆品“微商”，渐
渐发现假冒大牌化妆品利润非常可观。
于是，他以高价租了这家紧邻义乌小商
品城的店面，和妻子共同创业，专卖各种
假冒的大牌化妆品。这些假货的生产厂
家大部分在广东，因为义乌是全国小商
品批发集散地，厂家专门有推销员在义
乌上门推销，王某的货也是从这些人手
中获得。一支假冒圣罗兰口红，王某进
价从 0.8-2 元不等，给“微商”的批发价
为 10-20 元不等，“微商”发朋友圈售
卖，价格为 50-99 元不等。即便如此，
还是比专柜正品便宜太多；若要礼盒套
装，还有专门兜售假冒品牌化妆品礼盒
的人。王某的生意十分火爆，仅“七夕”
前，他的支付宝上就有40万元进账。

目前，王某夫妇已被新北警方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案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

童华岗 邹平 巢丹 姚好图文报道

延伸阅读：

假口红价值几何？

制作一支假口红，只需 3 种原材料：
口红粉、初榨基础油、蜂蜡。

口红粉一般由红萝卜素、胭脂虫
等物种中提取，可调出不同颜色。初
榨基础油起到软化肌肤、温和亲肤的
作用。蜂蜡主要是起提亮唇色、固定
膏体的作用。

在网购平台上，白蜂蜡 50 克仅售
4.8 元，初榨基础油 500 毫升才卖 18 元，
口红粉 100 克售价数十元。而一支口红
仅需 5 毫升基础油、0.25 克口红粉和 3.5
克蜂蜡，其成本可想而知。

20元一支的口红，进价仅1元；义乌“小马哥”的“全网最低价”吸引了
全国200多名“微商”来进货——

触目惊心的“微商”售假产业链

9 月 21 日-27 日，是我市公共交通出行宣传周。21 日，市交通局组织公交、轨道、有桩共享单车企业来到文化广场，通
过问卷调查、发放宣传资料、乘车优惠券等形式，宣传推广绿色出行理念。 汪顺伟 童华岗 王颖佳图文报道

本报讯 商家承诺八折优惠，但
前提条件是消费者必须给予百字好
评。近日，我市消协横林分会接到一起
投诉，宁先生称，他在横林镇一商家的
淘宝店铺直播间里购买折叠床，主播
称，直播期间购买可享受八折优惠，确
认收货后补偿差价。可宁先生收到货
后，商家要求其提交 100 字的好评并
上传5张照片，方可享受八折优惠。宁
先生觉得“岂有此理”，愤而投诉。

消协工作人员立即进入该店铺直
播间，发现有主播正在“直播带货”，促
销页面有一款折叠床可享八折优惠。
宁先生强调，下单时，主播并未说明需
要好评才能给予优惠。他认为，好评应
该是消费者心甘情愿作出的对商品质
量的真实评价，商家以优惠为诱饵向
消费者索要好评，让好评变了味。

消协工作人员随后到该商家进行
现场调解。该商家负责人表示，消费者

确认收货后，如对产品满意，确实是需
要好评后才能享受优惠，否则不会有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对此，消协工作人员认为，有关法
律法规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
当按照承诺或者与消费者约定的方
式、时限向消费者交付商品或者服务，
并承担商品运输中的风险和责任。此
外，为进一步规范“直播带货”行为，中
国广告协会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行
为规范》也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其中第十八条规定：“商家应当依法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积极履行自身作
出的承诺，依法提供退换货保障等售
后服务。”

经过分会工作人员耐心讲解，该
商家认识到了错误，愿意按直播时的
承诺给予宁先生八折优惠，并立即对
营销方式进行整改、规范“直播带货”
行为。目前，宁先生已收到优惠款项，

商家也没有再要求100字的好评。
如今，只要网购的消费者，常常会

在快递包裹中收到类似“15 字以上好
评+5 星评价，截图给在线客服确认
后，联系微信即可获得现金返利”的红
色卡片，返现额度少则一两元，多则数
十元。这样的做法并不只是小店铺才
有，知名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也会以此
刷销量、刷信誉。

有关消费维权专家表示，好评、差
评都属于对商品或服务的评价，是消费
者有权了解的重要信息，属于消费者知
情权的范围。因此，消费者要客观评价
购买的商品和接受的服务，不能为了三
五元的小利，表达不真实的商品体验，
这种行为会损害网络消费的诚信环境，
恶果最终会落到每一个消费者头上。如
果消费者遭遇强迫好评时，也要及时投
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闫洪亮 庄奕）

消费专家：“刷好评”损害网络消费诚信环境

直播间买床，百字好评才能享优惠

本报讯 昨天，市民黄女士来
到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埭头分局
投诉，称埭头小学附近商店的老板，
在未经家长同意及陪同的情况下，
给不满 12 周岁的女儿赊销文具用
品。黄女士认为，孩子是未成年人，
对很多东西没有辨别能力和把控
力，商店不应该用允许赊账的方式
纵容孩子消费，应该为此担责。

黄女士说，尽管金额不大，只有
6 元钱，她了解情况后也立即到商
店替孩子结清了账。但商家在未经
家长的允许下赊账给孩子，助长了
孩子“可以透支”的不良消费观念，
此风一长，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要求
相关部门加强管理，不希望此类事
情继续发生。

接到黄女士的投诉后，工作人
员立即与该商店负责人李某取得联
系，了解事情的经过和原委。经调
查核实，黄女士反映的情况基本属
实。商家认为，允许学生赊账，是帮
助学生解决困难，同时也是为了“刺
激”消费。

工作人员指出，商家纵容未成

年人的赊账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属
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未成年人法
定代理人，有权拒绝承担相应的费
用。通过批评教育，商家表示今后杜
绝此类事情发生。

有关消费维权专家指出，如今，校
园贷乱象丛生，这与大学生从小养成
错误的消费观有很大关系。赊账是一
种透支性消费，如果不及时纠正未成
年人的错误消费观，长大后也很容易
被各种贷款宣传诱惑，卷入借贷漩涡
中。有人为了还债，甚至走上了不归
路。这对未成年人来说百害无一利，
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因此，从
道德层面来说，商家不能唯利是图，助
长未成年人的不良消费之风。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
家长要行使好监护人的职责，平时要
加强与孩子沟通，引导和帮助自己的
孩子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经营者在
销售过程中要严禁未成年人购物赊账
行为，珍惜良好的商誉；学校老师要帮
助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教育学生不
可有炫富攀比之心。

（曾亚东 庄奕）

市监：给未成年人赊账不可取

小学生在小卖部“赊”文具

本报讯 不开心么？想再嗨一
点么？有人递上一瓶气，说吸上一
口，就能让你发自内心地笑起来，忘
却一切烦恼。如此披着快乐外衣却
类似毒品的“笑气”，引诱着不明真
相的人上当。记者昨天从市公安局
了解到，9 月 11 日，我市打掉了两
个非法制售“笑气”的窝点，查获 14
名吸食“笑气”的违法行为人，对 3
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收缴“笑气”12.3万瓶。

今年 3 月，高新区警方接报多
起涉及“笑气”的警情后，迅速成立
专案组，经深入侦查，在禁毒支队、
刑警支队、法制支队等部门的大力
配合下，于 9 月 11 日统一行动，分
别在市区 4 个不同地点查获 14 名
吸食“笑气”的违法行为人。

经审讯，非法吸食人王某供述
了他从一个微信名叫“球球”的常州
籍女子处购买“笑气”的犯罪事实。
民警循线深入侦查，分别在关河西
路某幢当场查获一个“笑气”仓库，
扣押 500 余箱“笑气”疑似物，共计
12 万余瓶；在钟楼区捣毁“笑气”加
工点一个，扣押2600余瓶“笑气”疑
似物，抓获涉嫌非法经营的 3 名嫌
疑人，成功斩断了一条非法销售“笑
气”的黑色产业链。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汪某、王某、
李某供认了在没有取得相关危险化学
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许可的情况
下，通过网络渠道非法生产、销售“笑
气”的违法犯罪行为。

目前，犯罪嫌疑人汪某等人已被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顾燕 王军 芮伟芬）

链接：
“笑气”，一氧化二氮（N2O）的别

称，无色有甜味气体，有助燃性，具备
轻微麻醉作用，能致人发笑，常用于医
药麻醉、食品类奶油加工等领域，同时
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笑气”进
入血液后会导致人体缺氧，吸食完后
的症状和吸毒人员的戒断症状非常相
似，具有成瘾性和依赖性。长期吸食，
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造成
不可逆的损害，严重时可导致猝死。

当前，“笑气”虽未纳入我国毒品
管控，但现实危害非常大。对于非法
生产销售储存“笑气”、网上违规发布
销售“笑气”信息、违规邮寄快递“笑
气”、吸食“笑气”的人员，警方将依法
严厉查处。广大青少年要加强自我控
制力，珍爱生命，远离“笑气”，切勿因
好奇而吸食。

警方打掉了两窝点，收缴“笑气”12.3万瓶

让你“笑”到痴狂中毒——

当心！我市有人非法制售“笑气”

本报讯 9 月 21 日中午 11 点
25 分，溧阳一名 1 岁多的小孩被反
锁家中，大人急得又是叫开锁，又是
报 119。好不容易打开门，发现孩
子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被弄醒的
萌娃发现屋里突然来了这么多陌生
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当天中午，溧阳消防城北专职
队接到报警，称辖区荷花新村 3 区
10 栋 4 楼有个孩子被锁家中，小孩
今年 1 岁半，开锁公司已经花了 30
分钟还未打开门，一开始还能听到
小孩的哭声，慢慢地没声音了，而且
家里厨房间还烧着东西，家人焦急
万分。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迅速拿破
拆工具准备破门，谁知防盗门十分
结实，用撬棍和消防斧均无法打开，
消防员更换破拆工具，开始撞击门
缝。撞开一点缝隙后，队员们用液

压剪扩器对门缝强行扩张，确认孩子
不在门背后后，消防员全力操作，2 分
钟后将门打开。

进屋后，一名消防员去厨房关煤
气，其余人帮着找小孩，一通焦急呼喊
后，发现孩子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又
急又喜的家长一把抱起孩子，孩子被
弄醒后，看到这么多陌生人，咧着嘴又
大哭起来。

孩子爸爸抹着眼泪说，当天，他姐
姐把孩子带回家玩，后来去楼下拿菜，
因为时间短，就没考虑带孩子，哪想到
孩子竟在屋里把门反锁了。姐姐急得
六神无主，赶紧打电话给他，他赶到后
联系了开锁公司，可开锁师傅折腾了
半小时也没能打开门。

消防队员提醒，小孩身边一定不
能离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开锁
公司短时间内开不了门，一定要及时
报警求助。 （赵怀龙 芮伟芬）

大人下楼拿个菜
一岁萌娃把自己反锁了

本报讯 9 月 15 日，连云港籍
重型半挂车车主专门赶到金坛区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受路
面污染违法案件处理，缴纳了罚
款。这是金坛区交通综合执法大队
第一次查处非金坛籍过境货车路面
污染案，开创了异地过境车辆路面
污染执法先例。

9月5日，金坛区交通综合执法
人员在巡查中发现 G233 与钱资湖
大道交叉口处存在路面污染情况
后，立刻展开调查，锁定违法车辆为
连云港籍重型半挂车。车辆轨迹显
示，该车属于过路车。执法人员通

过电话等方式多次给当事车主阐述路
面污染的危害，并与当事车辆车籍地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得联系，经过近
10 天的不懈努力，当事车主专门从连
云港来到金坛，接受了行政处罚，缴纳
了罚款。

近几个月来，金坛区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在辖区内持续开展
抛洒滴漏、路面污染专项整治活动，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辖区内运输车
辆上路基本做到了对货物的有效全
覆盖，渣土车辆上路前保证车身以及
轮胎的清洁。

（马雅 黄超 小波）

过境车污染路面被罚款

本报讯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保
命钱”，竟然有人打上这笔钱的主意。近
日，新北区小河派出所破获了一起通过虚
假发票骗取医疗保险金的案件。

不久前，新北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
在审核暂住常州辖区居民刘某的医疗报
销凭证时，发现报销凭证涉嫌造假，遂报
警。市公安局食药环支队会同小河派出
所立即开展调查，真相很快浮出水面。

安徽人刘某曾在常务工，工作时，公
司一直帮其缴纳医保。2017年，刘某查出
疾病在家休养，公司在其休养期间继续
帮其缴纳医保。虽然在常州有基本的保
险，但刘某经常回老家看病，为了看病方
便报销，2018年，她在老家开始交农保。
一次去上海看病，刘某在常州火车站碰
到“黄牛”，对方得知刘某的情况后，告诉
刘某可以复制发票，这样两边都可以报
销。因生病后刘某没了经济来源，便同意
让黄牛帮其复制发票，先后4次拿假发票
到新北区社保中心报销，再将真发票拿
到老家报销。刘某通过前面3张假发票在
新北区社保中心报销了 16000 多元，最
终在审核第4张发票时，东窗事发。

9月5日，嫌疑人刘某到小河派出所
投案自首。目前，刘某已被依法取保候
审，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童华岗 金一飞 姚好）

为重复报销
女子伪造发票

本报讯 近日，郑陆派出所接到市
民小李报警，称被假冒“富二代”的张某
骗了10万余元。小李称，两人相识不久，
张某就以家里开厂做生意需要借钱周转
为由，多次向其借钱，一直不还。当小李
通过熟人多方询问后，才惊觉被骗。

民警深入调查后获悉，2019年下半
年，小李在郑陆某广场自己开的奶茶店里
认识了张某。相处中，张某的言语和行动
都向小李表现出，他是个家里有企业的

“富二代”，让小李觉得对方有投资潜力。
去年11月至今，张某以家里的生意遇到
困难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小李多次借
钱。小李觉得两人是朋友，便答应了张某
的借钱请求，通过支付宝多次向其转账共
98817元。此后，张某又以买烟充油卡等
各种理由借钱，总计达114438元。

因张某借钱越来越频繁，小李觉得
事有蹊跷，通过熟人多方询问、调查发
现，张某家早就不开厂了，小李遂报警。
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被天宁警方刑事
拘留。 （莫国强 何嫄）

本想邂逅“富二代”
不想遇到大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