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俩搜索引擎被曝推广钓鱼网购
———聚焦网络保健品连环骗局

! ! ! !

网购欺诈、保健品骗局、虚假宣传

如今已屡见不鲜。而近日天涯论坛有

关“丰奈儿丰胸产品骗局”的网帖反映

的则是这三者的结合体。骗局是如何

步步得逞，消费者如何在“美丽的陷

阱”前保持清醒？

还原“钓鱼网购连环局”
记者电话联系到了丰奈儿公司的

几个用户，通过她们的诉说，还原重构

了“钓鱼网购连环局”。

第一招!"搜索引擎#开路$

天涯网友“基本不在论坛混”说，今

年
!

月，她在搜索引擎百度键入“丰胸”

关键词，丰奈儿网站在搜索结果的前列

出现。她随手点击进入，“美丽的噩梦”

开始。网站宣称，所有产品都是进口的，

并获得了国家卫生部门的认可，产品使

用一月后便有明显效果。网站附有四名

专家的赞美之辞，并贴上了韩文、英文

和中文共四份不同类别的资质认证书。

这些，让她怦然心动。

公司法人代表梁晓婷
"#

日接受

记者电话采访时证实，丰奈儿是通过

国内两家搜索引擎进行推广宣传，其

中一家还在其推广页面将此作为成功

宣传的案例。

第二招!"热情客服%做饵$

“还没等我去进一步了解这个产

品和公司，一个网络客服窗口便弹了

出来。”客服先了解“基本不在论坛混”

的基本情况，随即展开了攻势。“语气

坚定地说我这种情况，三个疗程，
"$%%

块钱，一定能从
&

杯到
'

杯。定金

(%%

元，货到付款。”

第三招!"专业指导%放钩$

“基本不在论坛混”刚一收到货物，

正准备学着使用，一个自称“方医生”的

人来电话了。“方医生”盘查了她的情况

后说：“这药你先不要用，我针对你的情

况再给你开一个配方，用了这个配方之

后，再用之前的药才能达到效果。”

这一个小时的电话充分展现了

“方医生”的专业素质，“从她的语气中

你没法不相信她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我痛痛快快支付了
)*%%

元。”

第四招!"霸王收线%获利$

当然依旧感觉无效，对方这回出重

手了。“叶院长”出场，给她开出一个

"*%%%

元“配方”。在“实在买不起”的情况

下，“基本不在论坛混”把自己的经历发

到了网上。“直到在网站看到不少人反映

同样的遭遇，我才发现自己是上当了。”

丰奈儿的多个消费者向“中国网

事”记者反映了几乎同样的上当过程。

其中一位在“半途而废则前功尽弃”的

心理下，一笔一笔地追加购买，最终在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支付了
#

万多元。

网络推广服务商有审查义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专家表示，保健

品的疗效本身就是“虚无缥缈”，信则

有不信则无，而网购是“不见人也不见

物”，可以说网店把过去的“皮包公司”

发展到极致，变成“影子公司”。再加上

一些消费者的“私密心理”，让保健品

网购变成了“乱中之乱”。

广东省消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罗

卫光说，网络广告商应负有审查义务，

相关部门明令禁止的有关疗效的字眼

不应出现在网络推广中。而如果查实

存在网络诈骗，提供推广的网络推广

服务商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据新华社广州
!

月
"#

日电

还原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
! ! ! !

饭店栖身美龄宫!会所开进建福宫!

前者想让今人品尝蒋宋当年喜爱的菜

肴!后者则是让如今的富豪们感受"皇家

享受#$ 究其根本!无非是试图通过包装

和运作! 实现文化遗产的文化底蕴和公

益价值的商业化"变现%$如此冲动不止!

活跃在文化遗产背后的商业化幽灵难以

根除$

从表面来看! 依托文物古迹开设餐

厅和会所!能够把美食&服务与环境&文

化等各种元素融为一体! 让人们在满足

了口腹之欲的同时!也获得了亲近历史&

了解文化的机会$而同时!实现的盈利还

能带来充裕的资金! 有助于对文物古迹

进行后续的修缮&管理和进一步的保护$

"但是归根结底!文化经营或开发都是为

了更好地传承文化! 如果过度放大商业

附加值! 必然会导致文化价值内核的萎

缩$ 是得不偿失之举$ %前南京博物院院

长&文保专家梁白泉说$

文物保护专家认为! 根据文物保护

法的相关规定!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均属

于国家所有! 其公益属性决定了一切相

关的经营行为仅止于一种手段! 服务于

管理和维护的最终目的$ 而无论是在故

宫建会所还是在美龄宫开饭店! 将公共

文化资源变相兜售给特权& 富豪消费的

行为! 都已超越了国家对文保单位管理

者的授权范围! 更背离了管理者不得以

其为营利目的的立法宗旨$

梁白泉认为! 此类事件不仅糟蹋了

文化!还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宝贵的

文化资源被特权与利益裹挟! 是与民夺

利!暴露出了当前社会急功近利!道德滑

坡!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进一步增加了贫

富阶层之间的矛盾$ "必须严格管理!明

确权责!约束有关单位的过度经营行为!

还文化遗产应有的公共属性$ %

据新华社南京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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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醉驾入刑不容含糊
最高法“慎入罪”观点致“醉驾入刑”进入模糊地带

一线交警：醉驾不应只看
结果，要依据行为进行处罚

今年
!(

岁的内蒙古司机李俊杰因

醉酒驾车，
(

月
"

日被北京交警查获。经

鉴定，李俊杰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

到
"(+,$

毫克，他因此成为实施“醉驾入

刑”后北京因醉酒驾车被查获的第一人。

"#

日，东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并当庭宣判，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俊

杰拘役
!

个月，并处罚金
"%%%

元。

李俊杰并未造成严重交通事故，是不

是可以因“情节轻微”而逃避刑事处罚？北

京市民彭先生说：“这些年发生了那么多因

为酒驾、醉驾引发的惨剧，谁敢保证自己能

不遇到醉驾司机呢？严厉处罚醉驾，应该

是对公共安全、对每个人的保护。”

一线交警表示，醉驾不应该只看结

果，而要依据行为进行处罚。

法律界：“醉驾”属“行为
犯”，不应考虑情节

许多公众认为，刑法修正案（八）为

醉酒驾车设置了一条不容触碰的高压

线，对饮酒驾车行为起到了非常好的震

慑作用。“‘慎入罪’的观点一提出，自由

裁量的空间大了，难免会纵容‘酒司机’

的侥幸心理。”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余明旭律师

对记者说，从我国刑法规定的罪来讲，实

际上存在着“行为犯”和“结果犯”的区

分。所谓的“行为犯”就是法定的行为发

生，不考虑情节，一律入罪，至于说在具

体量刑时，可以考虑其造成社会危害程

度，对其作出不同程度的处罚，或者是不

予处罚。从刑法修正案（八）第
!!

条的措

辞看，“醉驾”是明显的“行为犯”，因此不

应该考虑情节。

一线交警：触碰醉驾高压
线绝不容情，同时对“慎入罪”
观点“很茫然”

"#

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以危险驾

驶罪一审判处被告人高晓松拘役
$

个月

并处罚金
-%%%

元。高晓松当庭展示忏悔

书：“酒令智昏，以我为戒。”

高晓松因醉驾被查后，网络上立即

出现“高晓松已被偷偷释放”的报道。“醉

驾慎入刑”的观点一经披露，立即引起公

众的质疑：是不是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在

醉驾没有发生重大事故时，就可以凭借

“情节轻微”脱身？

一位一线交警告诉记者，在执法一

线，交管部门一直保持着对涉酒驾车行

为的“零容忍、高压线”。“曝光高晓松醉

驾，实际也是表明交管部门的一个态度；

触碰到这条高压线，绝不容情。”

“交管部门在严格遏制酒驾，但在最

终处罚上却有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这

是不是一种矛盾？”交警表示，对于“慎入

罪”的观点“很茫然”。

一线执法人员和法学专
家：“情节轻微”缺乏操作标
准，治罪不能手软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许，陈

家饮酒后超速驾驶英菲尼迪牌小型轿

车，在北京市永安里路口，违反交通信号

撞上等候交通信号放行的菲亚特牌小型

轿车，继而又撞向正常行驶的一公交车

左前侧。陈家弃车逃逸。事故造成菲亚特

车主陈伟宁及其
$

岁女儿珠珠死亡，陈

伟宁的另一双胞胎女儿珍珍因不在车

上，幸免于难，陈的妻子王辉重伤。

在
"#

日的庭审现场，被告人陈家数

度哽咽，对于自己的无知和过失给被害

人家庭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表示深深

忏悔，将会尽全力赔偿被害人家属。

醉驾导致命案近年来多有发生。

!%%+

年
$

月
)%

日，司机张明宝醉驾在

南京先后撞倒
+

名路人，并撞坏路边停

放的
$

辆轿车，造成
(

人死亡、
-

人受

伤；今年
-

月
"(

日，北京市密云县发生

的一起造成
-

死
)

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祸端还是醉酒驾车。

事后悔过于事无补。如果等到酒驾、

醉驾状态下形成严重事实伤害再予以处

罚，法律的初衷又是什么？

“什么是‘情节轻微’？没有发生严重交

通事故就是‘情节轻微’？”北京市一交警

说，“可能被查获时神智还清醒，但可能半

小时后酒劲上来，就没法控制车辆了。”

同时，一线执法人员和专家也指出，

“情节轻微”没有明确的、量化的界定，缺

乏操作标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认为：从文

义本身看，刑法修正案（八）第
!!

条的措

辞，并没有留下可供解释的余地。第
!!

条

中对“飙车行为”和“醉驾”有不同的规定，

“飙车”只有达到“情节恶劣”才处拘役并

处罚金，而“醉驾”并没有这一要求。如果

对认定醉驾没有统一标准，不仅容易滋生

腐败，而且也失去了刑法修正案（八）第

!!

条打击醉驾的立法初衷。

王成教授认为，从“醉驾”行为本身

看，“醉驾”并无所谓的严重与否，因为国

家对“醉驾”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即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
*%

毫克

驾驶机动车即属于醉酒驾驶。从目前的

实践看，公安机关正在执行的这套标准

执行得很好。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对“醉

驾”的认定标准应该是统一适用的，而不

应该是弹性的。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不应

该有自由裁量权。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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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天石：铮铮铁骨耀千秋
江苏“双 50”人物中的共产党员

! ! ! !

任天石，又名启生，江苏常熟人。

"+")

年出生于世代中医家庭。
"+)!

年

+

月就读于上海中国医学院。
"+)-

年

后，在上海、常熟等地行医，从事抗日

救亡运动。

抗战爆发后，任天石弃医从戎，先

尽其积蓄，后拆屋变卖，并将劝募所得，

全部用来收购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武器

弹药，在家乡组建起抗日武装。
"+)*

年

#

月，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 '简称 "民

抗%(成立，任天石先后任副大队长、大队

长。
"+)+

年，民抗总部成立，任天石被任

命为司令，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民抗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与

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人们亲

昵地称任天石为“老天”，把民抗部队

称之为“老天部队”。民抗和江南抗日

义勇军
$

简称)江抗%

%

密切配合，培养

骨干，不断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同

时，互相策应，声东击西打击日伪军。

"+-%

年
-

月，谭震林来到常熟组

织东路军政委员会。自此，任天石在东

路军政委员会领导下，从事苏常太三县

的民主建政工作。
$

月初，兼苏州县县

长，并任中共苏常太工委委员。
*

月初，

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代表大会召开，

任天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

月，任

常熟县委书记。皖南事变以后，任苏南

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常熟县县长。

"+-"

年
#

月，日伪大举“清乡”。

任天石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参加了艰

苦的反“清乡”斗争，后撤至苏中抗日

根据地通海地区，先后担任中共四地

委江南工委书记、通海工委书记、通海

行署副主任、苏中区党委巡视员、通海

行署主任、苏中第六行政分区专员兼

苏中第六地委委员。
"+-(

年
*

月，任

天石返回常熟，迅即组建苏常太警卫

团，亲率部队攻打伪军据点，收复失

地，同时恢复苏常太游击区的政权机

构，开展征粮和扩军工作。

"+-$

年
!

月，任天石任京沪路东

中心县委书记。
+

月，中共华中第十地

委成立，他担任委员兼社会部长。
"+-#

年
"

月，地委机关遭破坏，任天石于
"

月
)%

日夜被捕，关押在上海，
(

月下

旬，被押解到南京。身陷囹圄的任天

石，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

铁骨和纯洁品德。

"+-*

年冬，任天石在南京被国民

党反动派秘密杀害，时年
)(

岁，他用热

血和生命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诺言。

南京美龄宫又陷“婚宴门”
经历了 2009年“经营权转让”风波后

! ! ! !

近日，“故宫内建豪华会所”的风波

尚未平息，网友拍摄的一组南京美龄宫

大办婚宴的照片再度引发公众关注。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毫无疑问的公共资

源，却为何一再难挡营利冲动？

国保单位美龄宫办婚宴
在著名论坛“西祠胡同”上，网友徐

福庚
(

月
"(

日拍摄的一组照片引发轩

然大波。

记者在这则名为《婚庆酒席竟然摆

到宋美龄别墅里》的帖子中看到，“宋美

龄别墅”五个烫金大字下，一对盛装的新

人正笑盈盈迎接往来宾客，一辆蓝色的

婚车则紧挨宋美龄的座驾———一辆老式

别克车停放着。而在一个宴会大厅里，数

桌饭菜已经摆放停当，静候酒席“开张”。

不少网友留言质疑：宋美龄别墅是

文物保护单位吧？如此开餐馆，垃圾、污

水如何处理，会对建筑有不好的影响吗？

宋美龄别墅建于
"+)"

年，正式名称

是“国民政府主席官邸”，原为国民政府主

席的寓所，后因蒋介石、宋美龄常在此居

住，遂称“美龄宫”。美龄宫，外观庄重典

雅，内部装饰奢侈豪华。楼底原来是接待

室、秘书办公室等，二楼西边是会客室、起

居室，东边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卧室。

从
"+*-

年
)

月起，美龄宫对游客开

放，
!%%"

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而如今，走入位于南京东郊四方城

以东
!%%

米的小红山，就能看到美龄宫

顶覆的绿色琉璃瓦。然而走近再看，这座

昔日的华丽宫殿已风采不再，外墙和屋

檐上的色彩已是斑驳陆离。虽然大部分

室内陈设仍按原样布置，但二楼原本会

客室的位置已变身成为一间开阔的宴会

厅，以“蒋、宋喜爱的特色菜肴”为招牌。

网友所拍摄的婚宴照片，正位于此处。

据工作人员透露，别墅内的餐厅已

经开了七八年了。但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订餐电话，只有直接联系经理才能订餐。

“转让经营权”实则是想
改作高级会所

由于网民爆料加上媒体跟踪报道，

让美龄宫在经历了
!%%+

年的转让风波

后再次身陷“婚宴门”。究竟是谁在默许

高档餐饮栖身国保单位？

记者调查后了解到，身为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美龄宫，其管理方却是金

陵饭店集团，负责经营的美龄宫服务部

是集团的下属子公司。
!%%+

年
(

月，金

陵饭店集团相关负责人曾召集南京文物

管理部门和部分文物界专家开了一次

会，议题涉及“转让美龄宫的经营权”。原

因是缺少客源，门票收入无法支撑日常

管理开支，美龄宫“维持不下去”。

知情人士则透露，所谓转让经营权

实际是想关门谢客，开设高级会所。

中山陵园管理局巡视员余金保在

!%%+

年曾就“转让经营权”一事向记者

反映：“美龄宫是国家资产毋庸置疑，但

管理权应当是中山陵园管理局的，当初

的拨借合同现在还保留着。”

东南大学教授、南京历史文化名城

研究会顾问刘先觉表示，社会各界多年

对美龄宫商业氛围过浓、文物修缮和环

境保护不足屡有强烈意见。既是国有资

产，怎能随意转让经营权。如果关起门来

搞会所，问题就更严重了。

由于多方反对，转让风波不了了之。

然而两年之后，问题为何仍未得到解决？

余金保透露，
!%"%

年底至
!%""

年

初，美龄宫权属问题有了突破，金陵饭店

和中山陵管理局正在协商做好归属权的

交接工作，目前还在商议具体的操作。

据新华社南京
!

月
"#

日电

3件被盗展品
仍下落不明

! ! !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日下午，北京警方通报了故宫博物

院展品被盗案的详细侦破情况，并

将已经找到的
$

件被盗展品发还给

故宫博物院。目前仍有
)

件被盗展

品下落不明，北京警方表示，对主动

交还，或者提供线索帮助找回被盗

物品的市民将给予奖励。

据通报，故宫博物院被盗展品

中，已经找回金嵌钻石百宝匣、金嵌钻

石粉盒、金錾花嵌钻晚装石手袋、金嵌

宝石龟饰粉盒、金嵌珐琅花饰粉盒、

金椭圆形嵌珐琅斜格纹粉盒。目前，

仍有金嵌宝石球形粉盒、金嵌蓝宝石

粉盒、金梭形嵌钻石粉盒没有找到。

78名厅局级干部受处分
在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中

! ! !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最高

人民检察院、监察部于
"#

日联合举行

新闻发布会，中央工程治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在

会上介绍说，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工

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问题举报
),)"

万件，立案
",#!

万件，结案
",($

万件；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

人，其中厅

（局）级干部
#*

人，县（处）级干部

"%*+

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

人。

据郝明金介绍，同期全国检察机

关共立案查办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

罪案件
"!)--

件
"(%"%

人，其中贪污

贿赂案件
""%(%

件
")-"$

人，涉案金

额
!+,+

亿余元；渎职侵权案件
"!+-

件
"(+-

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

亿余元。

! ! ! ! !

月
"#

日!高晓松在法庭上展示忏悔书'中(!北京"醉驾入刑%被查第一人李俊

杰在法庭上'左(!英菲尼迪车祸案被告人陈家'右(在庭审中$ 新华社发

刑法修正案（八）本月开始生
效，各地已有多名醉驾者受到刑
事处罚。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副院
长日前表示，不应仅从文意理解
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
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
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此言一出，
迅速被解读为“醉驾未必入刑”。

会不会对有权有钱有势的
醉驾者“网开一面”？什么叫做
“情节轻微”？一些人们担心“醉
驾入刑”进入模糊地带。

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核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

关于李俊杰案

关于高晓松案
关于英菲尼迪车祸案

任天石'资料照片(

北京警方通报故宫博
物院展品被盗案侦破情况

尽管游人不多!但静静矗立的美龄宫还是会吸引知情者在此流连$ 资料图片

! ! ! ! !

月
"#

日!北京警方发还故宫

博物院被盗展品$ 新华社发

! ! ! !

案件发生后，专案组对犯罪嫌疑

人石柏魁逃跑沿途进行细致搜索，分

别于
(

月
+

日和
"!

日，在故宫东宫

墙内侧柳树下、紫禁城出版社书画编

辑室西侧竹林中找到
-

件丢失物品，

并根据石柏魁的交待，在海淀区知春

路小树林中找到另一件被盗展品。

案发后，正在故宫内施工的杨

先生于
(

月
+

日晨捡拾到被盗物品

中的金椭圆形嵌珐琅斜格纹粉盒。

据介绍，犯罪嫌疑人石柏魁自

称今年
)

月曾在电视上看到过对故

宫的介绍，产生盗窃文物的念头，在

作案前，曾到故宫博物院踩点。

(

月
*

日上午，石柏魁未购买

门票混入故宫博物院，并进入斋宫

诚肃殿的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展厅，

趁降雨躲在展厅与西配房的夹道直

至天黑。
!%

时许，他关闭西配房内

供电系统总闸，破坏展厅玻璃和内

部展板后进入展厅盗取展品，并从

诚肃殿上房，攀爬上故宫内墙逃跑。

+

日凌晨，石柏魁逃离故宫后，当

天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收购金银玉

件的门店销赃，因门店老板称其所有

的物品为假货而没有得逞，石柏魁随

后将盗窃的展品丢弃在中关村附近。

销赃不成遂将展品丢弃

! ! ! !

广州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拿着广州浩妍堂商贸有限公司官网首页的打印样

本到现场进行对照检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