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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潍坊凯利置业有限公司与
红星美凯龙合作开发位于潍坊市寒亭
区红星美凯龙潍坊商场。当地业内认
为，经过多年的累积，红星美凯龙已在
当地形成很好的品牌效应，对当地的
家居市场的规范与繁荣起到了很好的
推动作用。

红星美凯龙表示，不会受到网络
爆料谣言影响，未来会继续深耕潍
坊市场，与合作伙伴凯利置业致力
于为潍坊人的家居购物生活带来全
新体验。

相关证据显示，该网络爆料实为
虚假信息、网络谣言。对此网络谣言，
红星美凯龙在昨天出具的公告中表
示，对于相关公司、自然人和“自媒体”
捏造、歪曲事实，恶意诋毁公司声誉的
行为，公司将采取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孙东青"

董事长车建新
被举报传言纯属捏造

还有必要买
电视盒子吗？

广电总局叫停违规视频APP

本报讯 近年来，互联网电视盒子逐渐受宠，在许多年
轻人生活中已经逐渐取代传统的电视机顶盒。而在日前，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文叫停互联网电视终端产品中违规
视频APP，并表示不再发放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照。以
后还能买个盒子，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吗？记者昨天走访我市
部分商家发现，这并未对互联网电视盒子的销售带来太大
影响。
“我们这里主要以小米盒子为主，最近一个月售出差不

多100台。”银河湾电脑城一位商家告诉记者，小米盒子自
带iCNTV，在销售过程中他们会应客户要求破解安装一些
视频软件，比如泰捷TV、VST全聚合等。对于广电总局叫
停违规视频APP等情况，他表示已有所了解，但消费者多
数并不知道也不太关心。

另一位商家以自己销售的海美迪电视盒子为例说，海
美迪与湖南电视台的芒果TV进行合作，拥有比较丰富的
视频资源。广电总局叫停的大多是违规视频APP，对一些
未经授权、没有视频资源的山寨电视盒子生产商会造成较
大影响。“对于消费者影响也不会很大，毕竟本身有一些正
规资源，何况买盒子的多数是年轻人，自己回去还可以刷
机、破解。”

目前，广电总局共批准 7家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
机构：CNTV、百视通、华数、南方传媒、湖南电视台
（芒果 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IBN）、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对于知名度较高的互联网电视盒
子厂商来说，以后需要和有牌照的相关企业进行合作，得
到授权提供视频内容，才能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和推广。由
此，对于电视盒子行业也是一次洗牌机会。但对于消费者
影响不会太大，毕竟现在7家牌照商提供的内容已经比
较丰富。

广电总局近日还发布通知，决定扩大TVOS智能电视
操作系统在有线运营商中的试点范围，并要求今后各地有
线运营商发布的OTT机顶盒等终端，不得安装除TVOS
外的其他操作系统。专家认为，该通知只是对有线电视机顶
盒的规定，对于互联网电视盒子暂时并没有明确说法，但将
来肯定也会进行类似监管，电视盒子安装软件会要求认证
或者接受监管。 !陈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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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有四个特征
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吴富春介绍#一般而言#传销

有四个特征$一是通过发展下线%组织网络从事无店铺经营活动#

销售质次价高的产品或者不销售任何商品&二是需要认购商品或

交纳一定费用以取得加入资格#即'入门费(&三是组织者利用后参

加者所交付的部分费用支付先参加者的报酬以及维持运作&四是

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即)人头("为依据计算佣金*

微营销“飘出”传销味
微商“小而美”的商业业态亟待厘清

“不要问我面膜有没有效果或者什
么时候见效，只要你按照我的要求做，
一片就能见效！不要问我一个月赚几
万、十几万是不是真的，学习实践后，自
然见分晓!”

不知什么时候，QQ空间和微信朋
友圈不断被各类营销广告刷屏，最近，
这些“代理商”又悄然卖起了各种名不
见经传、效果却“奇迹”般好的面膜。与
此同时，一些网友也表示“怎么嗅到一
股传销味”。

一次性买10盒面膜就
能拿代理授权书
最近活跃在微信朋友圈和 QQ空

间的店主小刘就是这些微商中的一员，
记者注意到她的个人微信号签名为“向
月收入过百万的‘XX奇迹’面膜女神看
齐，不要说自己不行”。

小刘告诉记者：她第一次接触“奇
迹”面膜是在半年前，“当时也是在朋友

圈里看到，就买了一盒试试”，在
满足“花1980元一次性购买10
盒面膜”的入行门槛后，小刘便轻
松拿到了该“奇迹”面膜的代理授
权书，在上完微信培训课后便正
式步入微营销之路了。

与其他微商一样，小刘客户
目标首先定位于身边好友，“每一
位好友都是潜在消费者，但一开
始肯定要找‘托儿’，比如下‘自动
微信加粉软件’，和其他微商‘交
换好友’———互发营销帖，‘互赞’
营销。不断的广告轰炸产生效应
后，一些人开始问我如何加盟这
个牌子，我也就开始发展下级代
理商，零售也就发展为代理和批
发。”每天忙于拍照、修图、上照，
不停答复客户的询问。据小刘介
绍，到今年6月份，她已经有500
个优质客户兼好友了。

小刘每个星期还会晒“收入

照”并配上一些励志语，鼓励更多
人加入这个团队。“我们付款方式
一般是支付宝或者银行卡直接转
账付款，赚钱方式靠赚差价，3个
月做下来纯利润6万多。我做得
还不算好。我们圈里有一个最厉
害的，听说月收入过百万。但是也
很累，竞争压力很大。”小刘坦言。

微营销“飘出”传销味
“按理说，真正赚钱的东西，

一般人是不希望太多人加入的，
因为同行会瓜分他们的利益。”一
位本地实体化妆品店的老板这样
告诉记者，“而且微营销在售后和
第三方监管上也存在漏洞。”对此
疑问，小刘则表示她“是正规微
商，推荐的东西保证正品”。

对于如火如荼的面膜微营
销，市民李女士忧心忡忡地告诉
记者，最近她发现自己的亲戚朋

友，甚至常去的美甲店也在推销
几种不知名面膜，还热情地鼓动
李女士加入代理行业。

李女士在网上查询获知，这
些产品鼓吹的“央视颁发奖项”很
多是冒充的，配方、功效也未知真
假，发展代理更是不遗余力。李女
士担忧，自己的朋友会不会误入
传销组织？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吴富春认为，“微商发展下
级代理最终面对的终端用户还是客
户，进行的也是真实的商品交易，而
且也是通过赚取差价的盈利模式，
所以这种销售模式并不属于传销。
但如果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者收
取了下线的入门费或产品购买费
后，上线却卷款消失的，应该担刑事
责任。” 徐蕾

常州或将列入第5批
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城市：

本报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目前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
开放第4批城市确定，太原等10个城市入选，名单最快本
周公布，成行时间最快在8月。而之前被列为本批候选城市
的常州，不在这份名单中。

记者昨日采访了我市旅游部门和相关旅行社，得知台
湾方面尚未发出正式通知，但如果常州真在本批落选，在下
一批的竞争中会有较大优势。

在台媒报道中，本轮入选城市为太原、漳州、温州、哈尔
滨、大连、烟台、贵阳、无锡、南昌、中山。

对此，我市唯一赴台游组团资质社———常州国旅总
经理刘元丰分析说，如果这是最终名单，可以看出 10
个城市分布在 10个省份，说明名额产生充分考虑了均
衡原则。 !朱雅萍"

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城市
第1批$ 北京+上海%厦门

第2批$ 天津%重庆%南京%杭州%广州%成都%济

南%西安%福州%深圳

第3批$ 沈阳%郑州%武汉%苏州%宁波%青岛%长

沙%南宁%昆明%泉州%石家庄%长春%合肥

月饼价格与去年持平
老口味月饼销路广

离中秋节虽还有2个月，但各类
月饼已于7月中上旬集中上市。记者
走访市场了解到，地产苏式月饼人气
颇高，价格基本与去年持平，部分品种
略有上涨。

苏式月饼价格微涨

在瑞和泰，记者看到，月饼已经摆
在最显眼位置。“苏式月饼刚开始卖，
销量很好，每天都能卖空。”店员介绍。
在天宁寺净素月饼店，中秋月饼早已
火热开卖，价格为 6-7元 /个，相比
去年上涨了0.5元。张经理介绍：“价
格上涨主要是由于原材料以及人工费
上涨。”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豆沙、香
芋等原材料都是店内加工，而往年是
直接采购成品原料。

此外，瑞和泰、大喜来等推出的现
烤鲜肉月饼每个售价在3-3.5元，作为
苏南地区的特色月饼，受到来常旅游的
游客的欢迎。“感觉很有特色，以前从来
没有吃过肉馅的月饼。”游客杨先生认
为，鲜肉月饼用材新鲜、口感好，更符合
当下追求健康饮食的生活习惯。

礼盒装月饼销量平平

不同的月饼销售平台主推的月饼
种类截然不同，但都以经济型月饼为主
流产品。各大超市多数在销的是散称月
饼，在沃尔玛莱蒙店，散称的荣诚月饼
售价 29.8元 /斤，万荷塘月饼则为
19.8元/斤，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

主推礼盒装月饼的星级酒店，尽
管价格也颇为亲民，但销售情况平淡。
凯纳豪生大酒店市场传讯部潘经理介
绍，今年推出的2款礼盒月饼分别为

158元的8枚装、268元的7枚装，均以
广式月饼为主，口味主要包括经典的蛋
黄白莲蓉、金腿五仁味等，也添加了颇受
年轻人喜爱的红豆沙味、红酒蔓越莓味、
抹茶味等口味。相比去年推出的两款月
饼价格分别为138元、228元，今年价格
虽有所上涨，但是每盒月饼的数量增加，
每枚月饼均是单一口味，折算下来每枚
月饼的平均价格明显下降。此外，新口味
的用料成本上涨，例如XO干贝月饼就

是高端月饼馅心。上市半个月来，主要是
企业和商务客人预订。

除星级酒店，面包新语、元祖、星巴
克等糕点咖啡连锁门店也推出了自营品
牌的礼盒装月饼，以经典卡通形象、冰淇
淋、咖啡等元素为卖点，增加了不少时尚
气息。
孙杨 实习生 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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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兼职遇冷
原因是“不稳定、易离职”
本报讯 暑假来了，但是很多学生

放弃休息时间，通过兼职积累社会经
验，挣点零花钱。但据记者采访得知，
今年暑期兼职市场有些冷淡，“一职难
求”的窘境给学生带来“热脸贴冷屁
股”的感觉。

暑期兼职岗位大幅减少
记者以应聘暑期工的名义，走访了

新北区昌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20平
方米的简易办公室内围满了前来咨询
的学生。工作人员张女士告诉记者，她
每天接到上百个暑期兼职咨询电话，
“主要是附近的在读大学生和应届高中
毕业生。”

网友“小豪大大”是常州交通技师学
院大三学生，做了两年校园兼职代理，有
200多人通过他寻找暑期兼职。“和去年
比，今年很少有企业主动联系我让找暑
期工。”据“小豪大大”介绍，托他帮着介
绍兼职的学生倒是一点没少，“问了 5
个单位都说不招暑期工了。”

目前兼职市场处于饱和状态，用
工单位减少了暑期兼职岗位，我市多
家人力资源公司已经取消了兼职服务
的业务。

Agogo量贩KTV、肯德基、海底捞
这些热门暑期兼职门店也缩减了暑期工
的招聘人数，新北区乐购超市的工作人
员说，“今年比去年少招了一半，有些还
是熟人介绍硬塞进来的。”

“不稳定、易离职”成暑期工缺陷
暑期工的招聘信息早在 6月初就

发布了，而今年暑假，常州本地大学的放
假时间普遍在6月底7月初，作为兼职
主力军的“大学生”自然就错过了应聘的
最好时机，企业只能选择社会人士作为
填补。

除了招聘时间的客观因素，暑期兼
职市场遇冷还受到企业和学生主观因素
的影响。由于暑期工用工时间短，会给企
业造成暑期后集体离职的尴尬，“我们耗
费很多人力物力去培训，等到他们刚上
手就要离开了，”某地产公司市场部郑经
理说，“宁可多花点钱招正式工，也不愿
意要暑期兼职的学生。”

郑经理介绍，根据往年的经验，招聘
进来的暑期工工作态度不如长期工端
正，怕吃苦，工作散漫，“有些学生工作一
段时间后发现和预期差距较大，就半途
离职了。”

暑期兼职市场的饱和也和整个社会
就业大环境的不景气有关，记者从聚贤
人力资源公司的工作人员黄女士处得
知，目前仍有很多应届毕业生想通过他
们找工作。 !狄佳倩"

夏季家博会受关注
已有1760位市民报名参与

红星美凯龙飞龙路店

本报讯 红星美凯龙飞龙路店本月19日将推出“夏季
家博会”消息刊出才四天，截至昨天下午，已有1760位市
民踊跃报名买卡参与活动。

参与者中大多数都是正在装修或者打算开始装修
的市民。关心最多的则是产品促价力度、现场参与方式
等等。

据悉，本次夏季家博会由联盟厂家和红星美凯龙联
合举办，这也是常州建材市场今年以来规模较大的一场
品牌联合活动，科勒卫浴、诺贝尔、欧派橱柜、欧琳橱柜、
索菲亚衣柜等一系列的明星品牌都将加入此次活动。主
办方还特地为此次活动组织了强大的客户经理 VIP服
务，全程一对一跟踪服务，包括装修指导、产品推荐、售
后服务等。

活动期间，所有客户凭家博会门票可以在各品牌展厅
充值享受工厂联合补贴。补贴现金在活动当天统一领取。另
外，凡在活动现场下定单2000元的消费者就有机会抽取
1000元免单大奖。 !周佳忆 孙东青"

世界杯期间每天2100多人
长虹夜排档原来每天最多接待1200人

昨日凌晨#喜爱世界杯的

常州球迷聚集在武进湖塘长虹

夜排档 # 通过现场两台大型

$%&

屏幕观看决赛#共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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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杯期间# 长虹夜排档每天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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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前来吃夜宵观战#而世

界杯之前每天最多时也只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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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 当记者昨天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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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这里时#现场早已座无虚席#

一些离屏幕较好的位置早已被客

人提前预定。
夏晨希 文/摄

包装像血袋 看着像鲜血
最近有一款这样的饮料———

本报讯 外观与医院用的血
袋很相似，深红色的饮料远远看
去也像真的鲜血，甚至可用输液
管状的“吸管”进行饮用……这
种随着欧美吸血鬼题材影视热
起来的“血袋饮料”近期在包括
常州在内的许多城市出现，虽然
受到部分年轻人的欢迎，但看起
来总还是显得血腥恐怖，不少市
民也直呼“恐怖”“重口味”。

记者昨天在莱蒙都会看到
这家主打“吸血鬼饮料”的商
铺，只见门檐上挂着大大小小

的空“血袋”。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血袋饮料”分为A、B、AB、
O型血、狼血等几种类型，有的
是深红色液体、有的是蓝色液
体，大袋售价38元，小袋售价
20元。在“血袋”外包装上标有
BloodBag EnergyPotion
字样，并标注着“血型”，此外就
是用英文标识的营养成分。
“这个都是自己做的，有的

是用果茶，有的用茶，还有的用
的进口原料，得一杯一杯地做，
做完后还要放在冰箱里，保质

期为3天。”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追问“进口原料”是哪些，该
销售人员也答不上来。

据了解，“血袋饮料”的消费
者多数都是年轻人。“最近一段时
间销售得挺不错，平均一天能卖
出20多袋，多的时候能卖40-50
袋。”销售人员介绍。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发现，类
似产品不仅在我市有售，在本溪、
苏州、南昌、西安等城市也有，淘宝
上也有一些店铺在售。有买家称
颜色很真、口味不错、酸酸甜甜，不

过“色素很多，喝完舌头上厚厚一
层半天刷不掉”，还有买家表示包
装袋塑料味太大。而在本地销售
的“血袋饮料”外包装上，关于生产
日期、配料、生产厂家等信息几乎
看不到，销售人员也只是表示是
自己做的，“质量没有问题。”

有专家表示，年轻学生有不少
是因为图新鲜、刺激的心理消费类
似“血袋饮料”，但应尽量避免这种
血腥的饮料、食品对孩子的心理产
生不良影响，同时对于该饮料是否
安全卫生也需谨慎。!陈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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