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一

手机投诉量增至首位

广告不是影视剧，也不是讲故
事。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
虚假违法广告却无处不在。2015年1
月国家工商总局公布，2014年共查处
虚假广告、虚假宣传和虚假表示案件
2.67万件，医药保健、食品酒类、化妆
美容、教育培训、房产销售、旅游服务
和金融服务等都是广告监督执法的重
点领域。

你有政策法规，我有对策花样，虚
假广告常常玩出众多“变种”，导致监
管部门虽频频“亮剑”，却难及时逮着

“躲猫猫”的虚假广告。
记者就此梳理了近些年来一些

“著名”的虚假广告爱用招数，消费者
可看到自己是否曾“栽”在里面。

明星代言加特效

明星＋PS，为日用产品造“效果”
是最常见的造假招数之一。一位业内
人士介绍，在日化洗涤领域，将PS等
特效技术应用于广告标的物，通过所
谓对比试验误导消费者的现象很常
见。

比如，2007年，由相声演员郭德
纲代言的“藏秘排油茶”广告因涉嫌虚
假宣传被立案调查；2010年成龙代言
的霸王两款洗发液被国家食药监局定

性虚假宣传；前不久，台湾明星小S（徐
熙娣）代言的佳洁士就是因美白效果
PS过度被罚款603万元。

“专家”、“患者”编故事

第二招是“专家”“患者”现身，为
食品保健品编故事，以现身说法方式
诱导消费者，夸大保健食品的功效，或
用食品冒充保健食品。

现在打开电视，有很多健康养生

节目，以新闻报道、讲座、讲坛等形式，
主持人和专家、名医介绍“神药”疗效，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有业内人士介
绍，过去医疗服务类的广告监管重点
是有医疗广告审查证明，现在都是“变
相广告”。

如大溪地诺丽系列果汁在其互联
网站上宣称可治疗癌症、风湿、糖尿病
等二十五种症疾，被工商部门依法处
罚款191.5万元。

此外，现在违法广告中不乏“游击

队”，被监管部门“点名”，换个“马甲”
挪个地方再卖，“一个省骗一次，还可
以骗30年”。记者统计过，曾有一个
企业的违法广告，6年来20多次遭到
地方监管部门查处，多次被暂停销
售。对这样的现象，专家建议，应完善

“黑名单”制度，建立全国联动的执法
和惩戒制度，让这些商户的不良信息
上网，让“黑名单”企业晒在阳光下。

傍来“名气”骗钱财

傍“名医”推荐医疗服务，或变身
“洋机构”，也是较为常见的造假招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机构利
用生造一个“洋身份”骗取消费者的信
任。例如曾有美国花旗制药集团，号
称与美国“花旗银行”同属花旗集团，
谎称成立于1832年，聘请外国留学生
假装美国“高管”，PS捐助希望小学等
各种图片，将一盒60元的保健品甚至
食品卖价近千元，最终被处以数百万
元罚款。

而上海华美医疗美容医院则擅自
在其首页网址下设二级域名网站页面
上，发布含有“第九人民医院指定单
位”等内容，还通过百度推广设置了

“九院”等关键词，被监管部门责令停
止发布。

新媒体成背后“推手”

互联网时代需要创新监管方式。
据了解，搜索引擎、二维码等已成为许
多虚假广告的背后“推手”。如，一些
民营医院、假药网站，通过竞价排名
——二级域名——虚假网站进行虚假
宣传的现象需严查。

还有不少虚假广告将自己隐藏于
二维码等移动新媒体中，在网站、广告
标识牌等载体上发布。

例如，通过手机扫描上海西郊骨
科医院的二维码链接网站广告，其宣
称“上海西郊骨科医院成立于 1956
年，是一所集临床、教学、医疗、预防、
保健、康复、科研为一体的现代化医
院”等虚假内容，最终被上海工商部门
依法处罚款13万元。

专家建议，出台互联网广告监督
管理办法，明确有偿推广或竞价排名
的“广告”属性并进行严管。

专家认为，增强企业的信用自律
意识，完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是解决
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不诚信行为的
治本之策。“其实所有企业都应坦然面
对消费者365天的不间断监督。”中国
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

（据新华社上海3月12日电）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李冰 美编：许丽

132015年 3月 日

星期五 中国新闻
HAI NAN RI BAO · ZHONGGUOXINWEN

B01

■■■■■ ■■■■■ ■■■■■

据新华社福州3月12日专电（记者王成 陈
弘毅）记者从福建博物院举行的2014年考古汇报
会上获悉，福建省考古所2014年在福州海域发现
东洛岛沉船遗址，沉船上出水的文物，为福州港至
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提供了新的物证。

2014年5月，福建省考古所在福州海域东洛
岛西侧海湾内，发现水下沉船遗址。遗址中文物
的年代可从宋代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代，具备非
常丰富的科研价值。

羊泽林介绍说，沉船上出水了大量黑釉碗，初
步确定为元末明初文物，现福建南平地区曾是重
要产地，而这种瓷器在日本也多有出土和发现。

羊泽林表示，史学界认为古代福建瓷器贸易
多经由浙江宁波港发往日本，但也可能从福州港
出海，经过台湾北部直接到达冲绳。这一发现为
历史上存在从福州港至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
了新的物证。

古沉船遗址证实
福州至日本“海丝”航线

据新华社杭州3月12日专电 浙江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一80后主任科员受贿数额高达300
多万元，并且贪污33万元，还堂而皇之地重婚。
最近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

姚强，男，1981年出生，原浙江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设计处主任科员。

2004年7月至2014年5月期间，姚强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3003218元；2009年至2010年，他先后两次以签
订虚假宣传合同、虚构网络实际投放量的形式，非
法占有建筑节能宣传专项资金共计33万元。

此外，姚强与其妻子沈某自2004年在杭州市
登记结婚后，于2009年又与张某在嘉善县民政局
登记结婚，后两人虽离婚，但一直以夫妻名义生活
直至2013年。

法院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
年，并处没收财产45万元，未退缴的其余受贿所
得赃款继续予以追缴。

浙江一80后主任科员

受贿贪污又重婚
被判16年

据新华社昆明3月12日专电 记者12日从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获
悉，在当地影响极大的白占江集资诈骗案已由红
河中院作出一审判决：白占江因非法集资4.7亿
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白占江198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法院审
理查明：2010年至2012年间，白占江虚构其经营
稀有木材、药材、土产、金属及边境贸易等事实，隐
瞒借款用途真相，以承诺给付高额利息的方式，先
后向李翔等32人非法募集资金达47193万元人
民币，并将大部分资金用以支付借款高额利息和
偿还本金以及购买个人房地产、私用高档车辆、生
活奢侈品供自己及家人挥霍使用。白占江于
2012年12月24日到红河州公安局投案。

法院认为，白占江的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但鉴于其自首情节，可以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据此
判决：白占江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超额返还
给3名集资人的2000多万元将予追缴。

两年非法集资4.7亿余元

白占江被判无期徒刑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同意
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

《批复》明确了该综合试验区的定
位和作用，提出要以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为动力，着力在跨境电子商务各环
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
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通过制
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协同发
展，破解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深层
次矛盾和体制性难题，打造跨境电子

商务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逐步形
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
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为推动我国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

《批复》强调，有关部门和浙江省人
民政府要努力适应新型商业模式发展
的要求，转变观念和工作方式，积极做
好服务，大力支持综合试验区大胆探
索、创新发展，同时控制好风险。要在
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坚持在发展中规
范、在规范中发展，为综合试验区各类

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试点工作要循序渐进，适
时调整，逐步推广。

《批复》还分别对浙江省人民政府
和各部门提出具体工作要求。浙江省
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综合试验区建
设的组织领导，在商务部等部门的指
导下，尽快修改完善具体实施方案并
抓好组织实施。要进一步细化先行先
试任务，建立健全跨境电子商务信息
化管理机制。综合试验区建设涉及的
重要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要按规定程

序报批。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
照职能分工，加强指导和服务。要加
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和相关政策衔
接，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指
导和帮助地方政府切实解决综合试验
区建设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商
务部要加强综合协调、跟踪分析和督
促检查，适时对综合试验区试点成果
进行评估，重大问题和情况及时报告
国务院。

当前，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
展，已经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

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渠道。发
展跨境电子商务，不仅能够带动就业、
增加收入、解决民生问题，还能开辟市
场空间、增强话语权，为中国经济发展
提供新动力。与此同时，作为新生事
物，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也面临一些制约
因素，如业务模式与现行的监管和服务
体系不相适应，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和生态链，未有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体
制性难题等，有必要通过试点试验，探
索形成更加有利于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的政策体系和营商环境。

国务院批准

中国（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

工商总局披露当前消费维权4大热点

去年网购投诉量同比增长356.6％
工商总局12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受理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情况报告》显示，当

前消费者维权有4大热点。

2014年，消费者投诉热点主要集
中在移动电话、汽车及零部件、服装鞋
帽、装饰装修建材、家用小电器、美容
美发和洗浴、文化娱乐服务、预付费式
消费、房屋中介、摄影及扩印10方面。

其中，移动电话投诉数量连续7年
位居商品类投诉第一位。2014年，移
动电话投诉10.38万件，占商品类投诉
总量的14.7％，同比增长10.4％。

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是：以次

充好、软件系统故障等质量问题；翻新
机冒充正牌手机；未注明是合约机而
销售合约机，商家不履行手机三包义
务和维修合同义务等售后问题。

同时，汽车及零部件投诉5.51万
件，占商品类投诉总量的7.8％，同比增
长44.2％。投诉内容包括性能故障，
如汽车异响，轮胎开裂鼓包、爆胎，发
动机故障、熄火，样车或事故车辆翻新
后当做新车出售等质量问题等。

2014 年，全国工商机关受理消
费 者 投 诉 116 万 多 件 ，同 比 增 长
14.3％，投诉量及增幅均居五年来最
高，其中对日用百货、通讯器材、家
用电器、交通工具和食品的投诉排在
前5位。

与此同时，服务消费投诉增长较
快。2014年，全国工商机关受理服务
消费投诉 45万多件，占投诉总量的
39.3％，其中对远程购物服务、电信服
务、居民服务、互联网服务和修理维护
服务的投诉名列前茅。

虚假广告、虚假宣传成为消费投
诉热点和工商机关查处的重点，特别
是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食品、药品广
告及宣传，其虚假程度尤为严重。

2014年，全国工商机关受理老年
人投诉保健品2.01万件。从被投诉保

健品细类看，36.2％的被投诉保健品属
于提高免疫能力类保健品；从投诉内
容看，主要是虚假广告宣传和质量问
题，共占投诉的38.3％；从老人获得保
健品购买信息的渠道看，三成集中于
电视购物、报纸期刊和现场推销会。

2014年，全国工商机关受理网络购
物投诉 7.78 万件，同比增长 356.6％。
投诉主要集中在合同、售后服务和质量
问题等方面，投诉的商品主要是手机、服
装鞋帽、电视机以及计算机等。

网购发生纠纷后，由于消费者与
交易对象一般无法见面，有些网络交
易平台和商家对消费者诉求置之不
理、拖延时间、推卸责任，消费者异地
维权难度较大。

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
杨红灿表示，当前我国消费投诉的热点
仍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商品消费上。同时，随着社会发展进步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快速
发展，服务类消费投诉呈现持续快速增
长态势。

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常宇表示，
远程购物经营者在履行新消法规定的
责任义务方面难尽人意。一些经营者
擅自扩大对“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解释，
设置“非质量问题不能退货”的条件，使
得消费者享受“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权
益大打折扣。

记者谭谟晓、董峻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热点二

投诉量及增幅居五年来最高

热点三

虚假广告宣传成查处重点

热点四

服务类消费投诉持续增长

工商总局去年查处虚假广告等案件2.67万起

你是否曾“栽”在虚假广告里？

据新华社台北 3月 12日电 （记者李寒芳
曹典）就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可能赴大陆，台湾
方面陆委会12日表示，朱立论访问大陆属两岸政
党间交流，当局对政党交流等两岸民间交流的态
度是：只要有利于两岸相互增进了解和良性互动，

“我们都乐观其成”。
朱立伦近日在香港访问时表示，国民党会延

续“九二共识”和国共交流，国民党主席赴大陆参
与国共论坛是很自然的事。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
委兼发言人吴美红当日下午在记者会上就此作上
述表述。

陆委会谈朱立伦若访大陆：

凡有利两岸都乐观其成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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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在山东滨州学院校园内，维修人
员对波音737-300飞机进行机翼组装作业。

日前，该校购进一架退役波音737-300飞
机，计划用于该校飞行学院科研和教学使用。据
了解，这架波音737-300飞机原为美国全美航
空公司所有，价值千万元。 新华社发

山东一高校大手笔购进
退役波音737供教学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全国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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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消费者诉求

757.88万件，同

比增长8.2%。

其中受理消

费者投诉 116 万

多件，同比增长

14.3%。

共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

15.28 亿元，同

比增长13.9%。

共抽查商品

9.8 万批次，依

法处理不合格商

品28.8万件。

共查处不公
平合同条款侵权

案约8600件。

去年全国工商机关

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
超15亿元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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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许丽

3月12日，河北霸州市工商局的执法人员在超市内进行检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