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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声呐电子警察”抓拍整治汽车乱鸣喇叭
》贵州计划3年内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20万人
》重庆破获涉案2亿元特大网贷诈骗案
》意大利将申办2026年冬奥会
》法国队淘汰比利时队 晋级俄罗斯世界杯决赛

均据新华社

上海市工商局检查总队执法人员：单靠
行政机关做这个事情太难了。这不仅需要多
部门的配合，还需要全社会形成联防共治。

行政机关面对老年保健品欺诈这样形式隐
蔽、地点封闭、产业链上下游分工细致复杂的案
件，执法手段和能力都还有待更新。譬如这个
案子，我们去一家宾馆调查一个会销人员，敲门
就敲了20分钟，进去发现她用衣服把电脑、手机
等都包起来，从窗户里扔出去了。幸亏是二楼
没有扔坏，我们才提取到很多证据。

会销案件都是类似的，厂家、代销、再到
终端，关系链都是断开的，中间人和厂家联
系，再和会销公司联系。作案手法多样，行为
非常隐蔽，查处也非常难。

我们认为，要把企业的信用监管和个人
的信用监管结合起来，从事类似活动，要对个
人有一些规制手段，让个人信用受到实质性
的影响，不能把企业关了，他们又起炉灶、再
搞一摊。

最关键的是，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很少来

投诉，一些老人的子女发现了问题，打电话来
投诉，第二天老人就要撤诉，甚至我们执法人
员上门去取证，他们不仅不配合，还把执法人
员赶出来。

我们特别理解老人的想法，健康是他们
的第一心愿，可惜被这些无良的商家利用
了。让银发老人不再被“收割”，除了我们执
法人员加大打击力度，做儿女的也多些陪伴，
别再让老人们感到太寂寞了。

新华社上海7月11日电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 11日电
（记者 杨舟 颜昊）泰国普吉府府尹诺
拉帕11日在游船翻沉事故救援情况记
者会上说，截至当天，事故已造成46人
死亡，其中 45具遗体完成打捞，另有 1
具遗体被船体压住。此外仍有 1人下
落不明。

诺拉帕说，目前已有 43具遗体完
成身份认证，被证实为中国公民，后续
将加快另两具遗体的身份确认工作。
他还证实，普吉府将向每名遇难者赔
付210万泰铢（约合43万人民币）。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乍龙
蓬表示，当天将继续尝试打捞被“凤

凰”号船体压住的 1具遗体，也正在根
据洋流方向搜救下落不明的1人。

泰国海事厅第三区海事办公室主
任普利帕在记者会上说，如果 11日仍
不能在海面发现失踪的1人，将考虑把

“凤凰”号船体翻开进行进一步查看。
据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拉蓬介

绍，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已逮捕相关
责任人，并传唤船主公司员工等人员
进行证据收集。针对“懒猫”公司员工
彭大迁被逮捕一事，他回应称，彭大迁
在事故发生后救人的行为值得赞赏，
但他作为“艾莎公主”号经理对事故的
发生有一定责任，因此遭到逮捕。

据新华社成都7月10日电（记者
吴光于）今年 4月下旬，四川省绵阳市
公安局涪城区分局花园派出所接到一
名群众报案，称他接到自称“办案人
员”的电话，告知他涉嫌犯罪。为了自
证清白，他向“检察官”提供的“安全账
户”转账278万元。

警方接报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开
展调查，一个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的犯罪集团逐渐浮出水面。经查，该

团伙窝点设在埃及开罗，处理资金的
“水房”设在台湾。

警方告诉记者，这个犯罪团伙以流
水线作业：第一步，一线话务员冒充电
信公司工作人员，称受害人手机欠费数
额巨大，涉嫌违法，将关停手机业务，并
称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第二步，冒充
警察的二线话务员称受害人涉嫌洗钱、
贩毒，并以各种理由恐吓受害人保守

“国家秘密”；第三步，冒充检察官的话

务员向受害人发送“逮捕令”，要求受害
人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

专案组辗转辽宁、广东、黑龙江、
河南、四川、云南、山东等地，近期成功
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其中台湾
籍人员2名）。

绵阳警方表示，公检法机关从不通
过电话办案，也从未设立过“安全账户”，
提醒群众擦亮双眼，严防上当受骗。

警方还表示，除冒充“公检法”外，

犯罪分子还往往冒充社保、电力、电信
以及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这些诈骗手
段如出一辙——通知被害人有大额账
单欠费，然后以个人信息泄露为由，诱
骗受害人转移资金，或称能够办理汽
车、房产退税，诱骗受害人转账。

警方提醒，预防电信网络诈骗，需
做到不轻信网银升级短信、不拨打可
疑电话、不相信“安全账户”、不向陌生
账号汇款。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近期
全国多地遭受大雨侵袭，天气预报显
示，10日至 11日，四川盆地西部、西北
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
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四川正在遭受新一轮强降雨。10
日上午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获悉，初步统计，9日 8时至 10日 8时，
全省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有39县345
站，超过 100毫米的有 13县 77站。受
降雨影响，雅砻江上游支流、大渡河上
游干支流、岷江干支流、黄河支流等15
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超保证水位洪
水。

四川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 10日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其中德阳旌阳区、什邡市、绵竹市、罗
江县，绵阳安州区、江油市、北川县、平
武县，广元朝天区、青川县等地 10 日
20时至 11日 20时为最高级别的红色
预警。这是四川今年以来首次发布地
质灾害红色预警。

连日来，峨眉山景区出现持续强
降雨天气。7 月 10 日，峨眉山景区管
委会发布《峨眉山景区集中排查整治
安全隐患通告》，并宣布即日起关闭中
高山景区，仅开放低山区的报国寺、伏
虎寺和黄湾小镇。

受持续降雨影响，10日凌晨，川藏

公路芒康段如美沟路段发生多处泥石
流灾害，堆积物约 2000 立方米，造成
90余台车辆、300余人受阻滞留。截至
10日中午，如美沟受灾路段已成功抢
通，道路堆积物基本清除完毕。

10日至 11日，陕西将有一次较大
范围区域性暴雨过程，预计全省阴天
有小到中雨，榆林南部、延安北部、宝
鸡西部、汉中西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
雨。

进入六月份以来，陕西省已出现3
次大范围、高强度暴雨过程。据统计，
大到暴雨主要分布在关中西部和南
部、陕南大部。

针对此轮强降雨，有关部门提醒，
地质灾害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当地降
雨预报及降雨实况，检查群测群防网
络运转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监
测预警工作；对房前屋后斜坡、靠山靠
崖、沟口等危险地段加强巡查，发现险
情及时采取主动预防避让措施，撤离
受威胁人员；对地质灾害易发地段加
密巡查、排查。

同时，近日西藏境内持续降雨，各
类地质灾害频发。选择自驾川藏线的
游客，务必提高警惕，注意滑坡、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确保人身安全。如遇
地质灾害，可拨打武警官兵在沿途公
布的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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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周琳

一个看起来金光灿灿的
貔貅摆件，被说成“开光
足金”；一盒几十元买来

的野山参，被包装成抗癌神药；
一款金枪鱼油胶囊，说是治疗高
血压“圣品”……持续四天的会
议销售，让不少老年人心甘情愿
为这样的“六件套”买单数万元。

近日，因在经营活动中开展
虚假宣传、夸大提供商品的性
能，侵犯消费者权益，上海定元
实业有限公司被上海市工商局
查处，没收违法所得 145万余
元，并处以145万余元罚款。“银
发收割机”缘何屡屡得逞？

60 岁的李阿姨：我已经退休了，在家无
聊，是在报箱里看到会议通知的。上面说送
节能灯，又说是“节能减排办公室”组织的，就
决定去听一听。子女们也劝过我不要买乱七
八糟的保健品。我心里想，我只要捂紧钱包
就行了，我不会买，我就是去领免费东西的。

到了之后第一天，他们说购买产品当场
返现，好多人花 100 元买蛋白粉，就能返还
120元。第二天，还是这样的方式，买了当场
返现，而且比第一天返的还多。第三天，他

们都在说这个金枪鱼油胶囊特别好用，对高
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都有帮助，而且当天只
有 4个优惠名额，500元一瓶，买了还能当场
返现600元。

到了第四天，购买产品不能返现。现场
接入了全国视频直播，厂家的副总说，这些
胶囊只有在这个会上才能优惠买，买一瓶送
三瓶，还送很多赠品，赠送的电饭锅还是大
牌子。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想买了。

我也有点心动，心想这个金枪鱼油胶

囊，就算吃不好人也肯定吃不死人，最后我
也花了将近 4000元，买了一盒胶囊，送了一
支野山参和一只貔貅摆件，还有其他一些赠
品组成了“六件套”。

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想买的，后来还是不由
自主地买了。回头想一想，一个原因是老年人
太寂寞了，现场的那些小伙子，嘴巴都特别甜。
另一个是不敢不买，我们的儿女信息、家庭住
址、电话号码他们都知道，有点害怕。以后我再
遇到类似的情况，也说不好还会不会买。

会销“讲师”肖某：我们从 2016年 6月到
2017 年 4 月搞了 58 次会议，卖了 2000 多万
元。为什么会用四天的会议销售，就是要一
步步引导，缺一步消费者都有可能不买账。

以赠品为诱饵，层层进行诱导式营销。
我们就用金枪鱼油胶囊这个主产品进行推
销，先营造买产品不用花钱的消费心理暗
示。然后再推出这个产品，以虚高价值、夸
大作用，诱导会场老人争相购买，让消费者
以为白得到很多产品，有“赚了”的感觉。最
后我们把金枪鱼油胶囊、电饭锅、貔貅摆件
等商品组成一套，购买价是近4000元。

在四天的会议上，我们也不是一下子把

产品推出来，而是有一整套的话术和流程。
第一天、第二天是“倒插”（即先行介绍和抛
售）第一道产品，再高抛第一个产品野山参；
第三天在高抛主产品金枪鱼油胶囊的时候
还会送一些赠品……在销售过程中，我们会
一直提醒参会的老人集中注意力，交代他们
回家一定要吃；还会面带微笑地审单；会议
上接入的全国视频直播，其实就是提前录的
一个视频。

我们还会针对不同客户的心理进行
不同的方法诱导：有些是随声附和型，他
们内心已经决定今天不买了，那我们就会
干脆问，“你为什么还不买？”，突如其来的

质问会让他们失去辩解的余地；有的是强
装 内 行 ，说“ 我 和 这 个 公 司 或 者 产 品 很
熟”，那我们就先假装顺从点头，说“不错，
你对这个产品了解很详细，你是否现在就
买呢？”；有的是虚荣型，那就极力赞扬，假
装尊敬他，让他顾及面子咬牙买下；有的
非常理智，那就诚实且低调，保守一点，强
调产品的实用性。

其实这些产品都是很便宜的，貔貅摆件
每个二三十元，是从义乌等地批发来的，野
山参也就几十元的价格。我们说这些野山
参有防癌抗肿瘤、起死回生等功效，先到先
得，最后老人们大部分都会掏钱。

7 月 11 日，在浙江台州温岭
市石塘镇金沙滩，巨浪拍岸。

当日9时10分，今年第8号台
风“玛莉亚”在福建连江沿海登
陆。受台风外围影响，浙江台州
部分沿海地区海面掀起大浪。

新华社发

句话新闻

国内聚焦

国际聚焦

消费者 我本以为可以捂紧钱包的，后来不由自主

会销人员 我们针对客户层层诱导，“看人下菜”

执法人员 要把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监管结合起来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 张
辛欣）记者11日从工信部获悉，针对社
会反映的手机不明扣费等问题，工信部
要求基础电信企业下月起以短信方式
按月向用户主动推送通信账单信息。

针对骚扰电话问题，工信部已联
合十余个相关部门制定了专门方案，
近期即组织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

项行动，加强通信业务和资源管理，严
控骚扰电话传播渠道，增强技术防范
能力，加强骚扰电话的预警、监测、识
别和拦截。

工信部表示，对媒体报道所涉灰
色利益链条上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工信部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
处置。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于佳欣）据商务部消息，为进一步挖掘
消费潜力，商务部将支持有条件的城市
选择基础较好、潜力较大的步行街进行
改造，力争用2-3年时间，培育一批具
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高品位步行街。

何为高品位步行街？商务部日前

印发的《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推动高品
位步行街建设的通知》对其进行了“画
像”：区位优越，商业资源丰富；环境优
美，公共设施健全；功能完善，名品名
店集聚；特色鲜明，文化底蕴深厚；消
费吸引力和辐射带动力明显，在国内
国外享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四川男子接三个电话被骗278万元

？？？？？？？？？？？？？？？？？？？？？？？？？？？？？？？

我国多地遭遇暴雨袭击
部分地区交通受阻景区关闭

工信部要求电信企业
向用户按月推送账单信息

我国将用2-3年
培育一批高品位步行街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

仍有1人生死不明
打捞“凤凰”号仍需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