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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章杰 通讯员 陈卫东 李玉涛

阅读提示 | 昨日，记者从洛阳市价格监督检查局获悉，2016年市价格监督检查局12358热线
等渠道共接到市民咨询、投诉7370件，立案1038件，退费54142.1元，罚款18800元。价格
举报主要集中在网络零售行业、房地产物业收费、停车收费、景区收费、医疗和药品价格、交通运
输行业等6大方面。

□记者 董楠 文图

本报讯“本想通
过网上购物刷销量，
挣点零花钱，没想到
两天被骗走了1.7万，
大部分是借同学的
钱，现在都不知道咋
还。”洛阳理工学院大
一学生李娟（化名）无
奈地说。昨日，记者
了解到，她通过QQ
学生兼职群加了一位
好友，对方称可通过
网上购买商品为商家
刷销量赚钱，新手想
要加入，必须缴纳保
障金。最终被骗取了
1.7万元。目前，李娟
已经报案。

去年，12358帮咱们
维权退费5.4万多元

2015年1月1日，全国四
级联网的12358价格监管平台
正式开通。平台涵盖国家、省、
市、县四级。当消费者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只要拨打12358，
就可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举报
件办理更加高效便捷。

洛阳市价格监督检查局
提醒咱们市民，遇到问题可别

“忍气吞声”，自己独自生闷
气，不妨学学几招维权。

核对清单保存票据
在任何场所消费或交纳

任何费用时，要认真核对交费
清单，索要正规票据，并妥善
保存。出现价格纠纷后，要利
用电子设备及时取证和固定
证据，可以通过拨打12358价
格举报电话、登录12358 全国
网上价格举报系统、来信、来
访、APP 等形式，进行投诉举
报。全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
将继续发挥好 12358 价格监

管平台作用，加大力度规范网
络销售价格秩序，不断完善热
点价费问题的相关政策，强化
对放开商品和服务价格及收
费的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打击
价格违法行为，更好地为广大
消费者服务。

价格投诉举报小贴士
价格举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对违反价格和收费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行为向价格主管部门举报。

价格投诉
因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可
以单独或者在进行价格举报
时一并对涉及自身价格权益
的民事争议提出投诉。

举报不予受理范围
（一）举报事项不属于价

格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的；
（二）没有明确的被举报

人的姓名（名称）、地址的；
（三）没有提供被举报的

价格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的；
（四）对同一个价格违法

行为的举报，其他机关已经受
理的；

（五）对被举报的价格违
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举
报人提出举报，但没有提供新
的事实的。

投诉受理条件
（一）应当在争议发生之

日起一年内提出价格投诉；
（二）提供本人的身份证

明；
（三）提供民事请求事项

及相关证据。
备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价格

举报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
辖，举报件将由有管辖权的当
地价格主管部门接收并在 7
个工作日内反馈受理情况。

12358热线 方便市民投诉

案例1
4月22日，举报人李先生

举报在某食品公司淘宝天猫
网店铺一款“香油”商品（宣
传页面标注“价格 94.75 元
（用横杠划去），促销价34.9
元”。举报人因为受到被投诉
人上述商品价格描述的吸引，
下单购买了该活动商品并付
款成交。成交后，举报人考虑
后认为被举报人标示价格与
促销价相差悬殊，从而受到误
导、欺骗。

高新区物价检查所于
2016年5月6日至5月31日
对该食品公司2015年3月1
日至 2016年 5月 30日在天
猫网上销售行为进行了检
查。经查，该公司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
条第（四）项，属于《禁止价格
欺诈行为的规定》第六条第
（三）项所指的不正当价格行
为。对其网店不正当价格行
为，洛阳市价格监督检查局责
令其改正，同时对该网店给予
了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2
在伊滨区某景区附近停

车收费10元，有发票。
经伊滨区物价部门调查

核实，情况属实，依据洛发改
收费【2016】5号文件《洛阳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第34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花卉
观赏园门票宾馆客房和相关
服务价格的通知》：三、公共停
车场（点）收费：对经洛阳市停

车管理办公室批准设立的临
时停车场（点）收费实行临时
价格管理。收费标准为：小型
车辆5元/辆次、中型车辆10
元/辆次、大型车辆 20元/辆
次，其他停车场（点）仍按原标
准执行。区物价部门接到举报
后，联合市价格监督检查局、市
停车办、伊滨区诸葛镇政府，联
合实地调查检查停车收费，责
令该停车场写出整改方案，并
保证不再违规收费，对能联系
到的投诉人退还多收费用，赔
礼道歉，同时对该停车场罚款
1000元，将处理结果反馈投诉
人，投诉人表示满意。

案例3
举报人郭先生 8月 3日

反映：小客车在连霍高速公路
发生车祸，新安县某救援服务
中心拖车拖行5公里左右至
连霍高速新安收费站，救援中
心收取拖车费500元。

接到投诉后，新安县物价
部门立即到该救援中心调查
询问，经查投诉人投诉情况属
实。根据相关规定，责令该救
援中心退还给投诉人300元
拖车费，并限期整改，投诉人
对处理表示满意。

洛阳市是旅游城市，人文
景观和自然景区较多，景区价
格违法行为也屡屡出现，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景区不按
照规定执行优惠免费政策；二
是有的景区公示门票价格与
实际价格不符；三是景区门票
搭车销售保险。

案例4
3月14日举报人反映：朋

友共7人到栾川县某景区游
玩，其中2人有残疾证，购票
时售票人员称：残疾人不享受
任何优惠政策，两人全额购门
票共计90元。该投诉人认为
不合理。

经栾川县物价部门调查
情况属实。根据洛发改收费
【2012】51号《洛阳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游
览参观点门票优惠政策的通
知》规定：依托国家自然资源或
文化资源投资兴建的游览参观
点，均属执行门票价格优惠政
策范围。对革命伤残军人、现
役军人、70岁以上老寿星、1.40
米以下儿童、残疾人凭证件免
费。栾川县物价部门责令景区
全额退还90元，并要求该景区
售票点严格遵守相关文件规
定，做好售票工作，投诉人表示
对处理结果满意。

案例5
部分公立医疗机构违反

政府指导价超标准收费；部分
民营医院和实体药店未严格
执行明码标价等。举报人彭
先生在高新区某医院做糖尿
病肾病视网膜病变检查时，出
了两份报告，收了两次钱。

后经过高新区物价检查
所调查，情况属实，对该医院
收费管理提出批评，责令立即
改正，并将多收患者医药费
183元退还给举报人。

五大案例 提醒你擦亮眼睛

网络购物刷销量赚高薪？

大一学生两天被骗1.7万元

事情发生后，李娟将此事告知
了家人。在父母亲建议下，李娟到
公安部门进行报案。现场进行了
笔录询问。警方称，网络诈骗存在
多年，由于存在虚拟性，并不能准
确锁定嫌疑人。

最后，警方提醒说，网上“刷信
誉”诈骗往往是利用网民希望轻松
兼职或赚钱的心理，利用网络的虚
拟性实施诈骗，一旦诈骗成功，不

法分子便会立即消失或者从联系
渠道上拉黑受害者。

找网络兼职，一定要选择正规
的招聘网站，不要轻易相信刷单赚
取高额佣金的招聘信息，更不能轻
易透露姓名、支付宝账号、身份证
号码等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请牢记：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面
对脱离现实的高回报工作，一定要
谨慎对待。

受骗人已报案
提醒：网络存虚拟性应谨防诈骗

采访期间，李娟向记者提供了
陌生网友提供的两个二维码，其中
一个购买袜子的二维码支付页面
已经失效，另一个二维码页面则依
然可以正常扫码付款，收款方则为

“广饶县东宇电器有限公司”，李娟
介绍说，她通过支付宝向这个电器
公司支付了1万多元。

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登记系统查询“广饶县东宇电器有
限公司”结果显示，该公司位于山
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乐安街，法定代

表人为王金某，登记状态显示：在
营（开业）企业，经营范围则为各类
有关电器设备。记者试图通过网
上登记的公司电话号码联系该公
司，但电话始终未能接通。

李娟随后向记者提供了一个当
初电话联系她的陌生网友的电话号
码，电话显示归属地为广东东莞，但
此时拨打已经提示“停机”状态。当
初李娟添加的QQ号已经换了一个

“苏平庆”的网名。记者试图添加该
QQ号，但始终未能通过。

二维码支付依然能正常使用
收款方显示为一电器公司

李娟是洛阳理工学院一名大
一学生，家庭条件一般的她一直
想找个兼职，为家里减轻点负
担。由于去年看到周围同学通过
在网上购物刷销量给好评能拿到
不少回扣，寒假开学后她也通过
QQ 学生兼职群加了网名为“专
员 - 董 学 庆 ”、QQ 号 是
2938199941的网友。

3月2日晚上8点左右，李娟
联系网友，对方称有一笔刷单任务
需要做，随后对方给李娟发了个二
维码，李娟扫过后显示商品为6双
袜子，售价为480元。付过钱将截
图发给对方后，又要求她必须再购
买两盒袜子，总价为960元，才能
完成刷单任务。

按照陌生网友所说的，李娟购
买 3 盒袜子共计花费了 1440 元
后，对方又以“刷单新手需要压单”
为由，要求李娟完成两次压单共计
4000元后，就将之前的1440元返
还给她。“银行卡里那时已经没钱
了，当晚我支付了2000元，完成了
一次压单任务。”李娟说。

3月3日上午10点左右，李娟
从同学那里借来了2000元后，又
联系了陌生网友，支付给对方后，
却被告知“两次压单任务时间间隔
太长，需要重新完成两次压单”。
此时，李娟又联系了另外两名同学
借了4000元，再次通过对方提供
的二维码支付给了对方。

本以为能拿回之前的投入，李
娟多次被陌生网友告知“系统出现
问题”“系统正在升级”“需缴纳商
品物流费”等各种理由，要求她不
断地进行付款以完成压单任务。
李娟又向对方支付了8000元。就
这样，短短1个多小时，李娟向6名
同学共计借了1.4万余元，也全部
给了对方。

即使这样，陌生网友依然要求
李娟再次打钱，就能将钱全部返还
给她，“当告知对方实在借不到钱
了，对方的态度立马就变了，匆匆
挂断了电话，还将我的QQ号删
除。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被骗了。”
李娟无奈地说，此时她已经被骗了
1.7万余元。

轻易相信陌生网友
大一学生两天被骗1.7万

李娟与对方短信沟通内容李娟的部分转账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