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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免税店是否区别对待中国顾客
新华社伦敦 2 月 12 日电 近日，位于
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 T2 航站楼的 World
Duty Free 免税店因涉嫌区别对待中国消
费者陷入舆论风波。
事件的起因是在这家免税店做兼职
导购的中国学生日前在微博发布长文，
指出在他工作时遇到中国顾客受到区别
对待的事件。这家免税店有一种促销券
要求首次购物至一定金额，可以获得八
折优惠券用于第二次购物。根据叙述，
当事人之前掌握的政策是金额满 250 英
镑，但当天他领着中国顾客结账时，获得
的“新政策”是中国人首次消费须满 1000
英镑。事后他又得知其他外国游客其实
只需满 79 英镑就可以获得同样折扣的优
惠券。
此事曝光后不仅在中国的微博、微信
等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这家公司的
推特和脸书账户上也堆满了网友的质问
和评论。
World Duty Free11 日曾就此事件发
布一份简短声明，但因未明确表示道歉，
也没有做出任何事实性澄清，导致事件继
续发酵。
随后，该公司在推特和脸书账号上发
布中英文声明。中文声明表示，
“ 对于本
次事件让广大消费者和中国民众对本公
司产生的愤慨和怀疑情绪，我们表示诚挚
的歉意”，
“经过深刻地自我审视和进一步
调查后，我们立刻对于促销中存在的问题
予以处理”，
“该促销条款适用于飞往任何
目的地的乘客，这已被重新解释和强调给
店内的所有工作人员，以保证未来不会有
同样的事件发生”
。
不过，记者对比了中英文道歉声明，
英文版本的声明没有提到“中国”或“中国
消费者”字样，没有明确交代事件起因和
具体对“谁”道歉，针对的是“所有顾客”，
并未正面回应社会关切，即是否存在蓄意
区别对待中国顾客的行为。
关于这家免税店是否蓄意区别对待
中国顾客一事，记者联系了发文的中国学
生和免税店方面，截至发稿时双方均未回
复。不过，记者辗转联系到一位不愿具名
的内部知情人士，对方透露，销售中确实
存在区别对待中国顾客的现象，但是公司
方面并未明文规定应这么做，大部分本地
店员是好的，问题出在管理层。
不少到过伦敦的中国人可能都会对
位于希思罗机场 T2 航站楼的这家综合性
免税店有一定印象，因其经营面积大、涵
盖品牌广，较为容易吸引有“扫货”需求的
顾客。T2 航站楼每天下午淡季两班、旺
季三班飞机飞往北京，乘客大部分是返程
的中国旅客，他们近年来成为这家免税店
的消费主力群体。用当事人微博的话说，
这些“飞往北京的客人恨不得能顶一天的
消费额”
。
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
王浩凌告诉记者，他在英国读书多年，多
次由此搭乘回中国的航班，也经常光顾这
家免税店。他感到店方在优惠政策告知
方面态度并不主动，就是说店方有可能会
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不主动给顾客提供优
惠。比如，用某种银行卡消费可以享受打
折优惠，但店方一般不会主动告知。是否
能够争取到优惠券，也不是店员能够决
定，需经理批准。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
赞金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近百
万中国游客来英国旅游，为英国经济及零
售业收入增加做出很大贡献。假如希思
罗机场免税店区别对待中国顾客的事件
是真的，我们会非常吃惊，希望获得合理
解释。

油气等领域将大手笔吸引民资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记者李志勇 林
远）记者日前获悉，为了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
政策措施，今年我国将要在支线铁路、油气、
电信等领域拿出一批项目，吸引民间资本进
入。在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方面，还
将加快为产权保护清障，加快清理、修改和废
止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法规文件，推进依法行
政，
严防任性执法、任意执法。
2016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促进民
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提出要确
保各类投资主体进入社会服务领域一视同
仁，在医疗、养老、教育、电信、油气等领域进
一步开放，吸引民间投资进入。记者从相关
部门了解到，为进一步推进促民资各项政策
落实，2018 年在交通、电信、油气等领域将有
重大突破，进一步吸引民间投资进入。

据 了 解 ，2017 年 国 家 从 四 大 方 面 深 化
经济体制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其中，
首次明确提出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
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
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和激励企业家
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同时，在知识产权
保护、民间投资、海外投资方面都连续出台
了重磅政策，对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提质增效升级起到了
重要作用。
在多项措施的推动下，民营经济相关数
据比之前有了明显改善。发改委投资司的数
据显示，2017 年，民间投资达到 38 万多亿元，
增长 6%，增速比上年提高 2.8 个百分点。民
营企业投资信心有所增强，高新技术、医疗卫
生等领域民间投资快速增长，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卫生和社会工作民间投
资分别增长 29.8%和 25.4%。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等多个领域增速超过 20%。其
中，2017 年前三个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速达到
7.7%。
据大成企业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共同发布的《2017 年民间投资与民营经济
发展重要数据分析报告》指出，2017 年，在国
内及世界知名企业排行榜中，中国民营企业
上榜数量创历史新高，与往年相比，上榜民
营企业的规模不断增强、效益不断提高，特
别是高科技民营企业表现抢眼。此外，2017
年前 11 个月新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有 359
家，占 86.7%，民营企业占 A 股上市公司数量
的比重也进一步提升，已成为 A 股市场的主
要力量。

13 日主要股指全线收升
新华社上海 2 月 13 日电（记者潘清）13
日，主要股指全线收升，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
指收涨。
当日上证综指以 3176.11 点小幅高开，
总体上走出先抑后扬行情。盘中沪指重返
3200 点 整 数 位 上 方 ，可 惜 未 能 站 稳 ，摸 高
3219.22 点 后 涨 幅 收 窄 ，尾 盘 收 报 3184.96
点 ，较 前 一 交 易 日 涨 30.83 点 ，涨 幅 为
0.98%。

深证成指收报 10362.43 点，涨 70.55 点，
涨幅为 0.69%。
创业板指数微涨 0.03%，以 1648.58 点报
收 。 中 小 板 指 数 收 报 7054.73 点 ，涨 幅 达
0.36%。
沪深两市逾 1600 只交易品种上涨，略多
于下跌数量。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
市 30 多只个股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酒店餐饮

板块走势较强，整体涨幅超过 2%。保险、银
行两大权重板块紧随其后，涨幅接近 2%。
沪深 B 指同步走高。上证 B 指涨 0.70%
至 322.90 点，深证 B 指涨 1.06%至 1146.92 点。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720 亿元和 1751 亿
元，总量较前一交易日略有减少。

深沪大势分析

650 万游客海外过年创新高如何避陷阱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2018 年春节假
期临近。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联合发布的
《2018 春节出境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春
节出境游将在去年 615 万的基础上增加至
650 万人次，规模为历史之最。
但记者日前采访发现，在良莠不齐的出
境游市场，
“ 预付费后行程难兑现”
“ 高、低价
团费游客被拼团游览”
“ 强制购物仍存、自费
项目不减”等乱象频出，游客在选择出境游时
一定要谨慎对待。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上海、北京等多
地都发生了类似的“行前圈钱，出游不能兑
现”的情况。一些旅行社以“交押金送旅游”
等形式变相从事不合理低价游，不少消费者
缴纳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的“押金”，期待
着每年以
“收益”形式出境游，
最终损失巨大。
行程之中屡遭
“囧途”

于语言不通，很多首次到访的游客多少都有
过
‘挨宰’
的经历。”
中部一家规模较大的旅行社负责人表
示，出境游市场中，同质化的旅游产品供给大
于需求，大型和小型旅行社都忙着抢占有限
的市场份额，竞争意识大于抱团发展意识。
“另一方面，许多旅行社缺乏创新能力，无法
为自由行客户定制创新产品，不少旅行社只
能在传统模式里越陷越深，旅游产品的质量
越来越低，旅行社也不挣钱，形成恶性循环。”
上述负责人说。

与“行未远，先被骗”不同，一些游客满怀
欣喜踏上异国他乡，却被临时拼团，遭遇强制
购物，回国后倒出一肚子苦水。
旅行社因无法兑现会员承诺被立案侦查
“我们明明是报的 4200 元的团，却在当
惩奖结合破除恶性循环
上海市民沈明去年底在由悦行信息科技
地和 2900 元的团拼在一起，兴冲冲去了，结
（上海）有限公司运营布拉旅行 app 上购买了
果真是太糟了。”北京市民李聪回想起年初的
记者了解到，去年 5 月，国家旅游局印发
一张年费高达 3999 元的“黑金卡”。按照承
巴厘岛之行仍难掩不满，
“ 许诺的是无购物、 《关于持续深入开展旅游市场秩序整顿“春季
诺，持卡消费者可以享受“保障出行”
“快速退
没有自费项目，但实际上是一两个景点穿插
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把出境游市场中涉
款”等六项会员服务，然而，沈明的 VIP 服务
在全天购物中，而且是强制的。不买的话，地
嫌“不合理低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作为旅游市
却打了水漂。
接就甩脸子。行程里写的南湾包含‘玻璃船
场整治的重点。此后持续开展的“暑期整顿”
沈明告诉记者，她预订了越南的一款行
底’
看鱼的项目，实际却是自费。”
和“秋冬会战”四季行动，立案 2911 件，罚款
程，并支付费用 12276 元。订单显示成功，依
“第一次去日本，行程安排太差，基本每
及没收违法所得 3563.46 万元，吊销营业许可
据会员用户“境外机票+酒店产品提前 30 个
天都在赶路去免税店和奥莱购物，景点时间
证 52 家。
工作日预约，均保障出行”的协议约定，沈明
各种压缩，富士山只停留 15 分钟。”刚刚从日
专家指出，出境旅行社和导游领队是组
提前 30 天预约出行计划时，却被客服告知预
本返程的一位游客感叹，除了饭店自带的早
织出境游的重要“源头”，在出境游市场秩序
约失败。
餐，晚餐一概没有，几顿午饭简直不能更寡
维护、游客权益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
旅行成了泡影，布拉旅行承诺的“快速退
淡，
好几个团友都自己出去买麦当劳了。
有用监管、教育等多种方式方法把好“源头”
款”也没有兑现。包括沈明在内的不少消费
北京人徐爽去年出游泰国的经历更让她
这一关，才能减少甚至避免出境游乱象再生。
者反映，在多次预约不成功而申请退款后，客 “难以理解”，
“如果你觉得想花多点钱住的好
此外，一些旅游业从业者认为，要定期发
户端退款界面一直显示“正在处理中”，至今
点、吃的好点，那真是大错特错。”徐爽告诉记
布出境游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记录和典型
也未收到退款。
者，他和家人报了一个相对较贵、行程里只有
案例，起到震慑作用；另一方面，可推出优秀
上 海 市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委 员 会 介 绍 ， 一处购物点的团队游产品，
“但到了目的地才
出境游旅行社和导游领队的奖励办法，对表
2017 年，该委共受理有关悦行信息科技（上
发现，这个团去的景点、住宿餐饮条件中有的
现优异的团体和个人进行奖励，用激励的方
海）有限公司的投诉 1036 件，同比增长 7.8
还不如低价的购物团，
在外面又很难维权。”
式净化出境游市场。
倍。今年 1 月 30 日，上海市公安局通报称，
一位出境游旅行社领队告诉记者，东南
上海市消保委提示消费者，应选择规模
浦东公安分局已对布拉旅行公司立案侦
亚、日本等热门出境游目的地是强制购物、擅
较大、资质合法、信誉良好的旅游服务经营
查 ，公 司 2 名 实 际 经 营 人 因 涉 嫌 诈 骗 已 被
自更改行程的高发地。
“做这些国家和地区线
者。在购买旅游产品时，要根据自身实际情
刑拘。
路的旅行社很多，常常以低价竞争客源。由
况，切勿盲目追求低价。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深市
名 称

神州易桥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盐湖股份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正平股份
青海华鼎

收 盘 价 涨跌幅（%）成交量（手）
-7.03
12.28
11.84
7.38
5.55
9.50
12.38
5.99

0.00
-0.14
-0.73
-0.42
+1.79
0.00
+0.21
0.00
+0.67

0
260415
13066
314954
14102
0
49827
0
8535

排行榜
沪市
昨日 排行榜

昨日

名称
北大医药
九安医疗
金刚玻璃
海翔药业
荣丰控股
人人乐

名称
神马股份
贵绳股份
安彩高科
冠豪高新
中持股份
华资实业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7.44
7.56
8.00
5.59
13.62
13.62

10.06
10.04
10.04
10.04
10.02
10.02

德美化工
博云新材
凯恩股份
隆盛科技
明阳电路
延华智能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9.19
9.19
6.36
4.28
29.10
7.03

10.06
10.06
10.03
10.03
10.02
10.02

华菱精工
养元饮品
赛福天
翔港科技
南都物业
淳中科技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6.82
10.15
9.35
29.69
38.24
7.20

-10.03
-10.02
-10.01
-10.00
-10.00
-10.00

京东方Ａ
乐视网
智慧农业
延华智能
东方财富
平安银行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24.73
102.03
9.00
25.34
33.95
45.25

-10.01
-10.00
-10.00
-9.98
-9.92
-9.66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紫金矿业
中国银行
中国石化
光大银行

收盘价 成交额（万）
5.53
4.16
4.35
7.20
13.05
11.94

409980
121624
103450
112591
184815
156242

收盘价 成交额（万）
4.15
6.80
4.42
4.28
6.34
4.32

268056
286574
145692
111744
155015
96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