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上海7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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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我本以为可以捂紧钱
包的，后来不由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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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销人员：我们针对客户层层
诱导，“看人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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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以为白得到很多产品，，有有““赚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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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法人员：要把企业信用和个
人信用监管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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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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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种名为“锥蝽”（广州俗称“木虱王”）的小虫子刷爆了广州人
的朋友圈，甚至上了全国新闻热搜。起因是7月5日广州市疾控中心在
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悬赏寻虫”推文。推文称，锥蝽可传播美洲锥
虫病，有学者将该病称为“新型艾滋病”。为更好地研究和控制该病，广
州市疾控中心发动市民积极寻虫，并将给予8元一只的奖励。

锥蝽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真的会导致“新型艾滋病”？市民该如何
防护？10日，记者采访了广州市疾控专家。

因头部狭长似锥而得名，其成虫体长25毫米左右，椭圆形，尾部尖
或平，色黑或暗褐，腹部侧缘有红或黄斑。

锥蝽的若虫和成虫均吸食人血，因此又被称为“接吻虫”。它们多叮
咬人的面部，喜欢寻找皮肤较薄的区域下口，如唇部、眼睑等。

如何防控锥蝽？
锥蝽多藏身于墙壁或木质物件缝隙等地，夜间外出活动。作为吸血

昆虫，它可能会出现在鸡舍、畜舍附近。市民应保持居家卫生，安装纱门
纱窗，堵好墙缝，或使用杀虫剂和驱避剂。

捕捉时，可用工具，如纸张、筷子、叶子等，夹住虫体放入透明容器内
密封，再送到疾控中心检测。如不慎碰到锥蝽，及时洗手即可。

被锥蝽叮咬就会感染锥虫病？
广州市疾控中心寄生虫病与地方病预防控制部主任陈守义告诉记

者，锥蝽属亚热带地区常见物种，在广东省有自然分布，广州多个区曾有
市民见过类似锥蝽的昆虫，有被叮咬的案例。

锥蝽和美洲锥虫病有什么关系？据悉，美洲锥虫病最早是在1909
年由巴西一位叫恰加斯的医生发现，因此又被命名为“恰加斯病”。该病
由克氏锥虫的寄生虫引起，其病媒就是锥蝽。

被锥蝽叮咬就一定会患美洲锥虫病吗？并非所有锥蝽都带有锥
虫。陈守义介绍，“锥蝽在叮咬保虫宿主，也就是被克氏锥虫感染的人或
动物后，会将带有循环型锥虫鞭毛体的血液吸入消化道内，鞭毛体在其
肠内发育为繁殖型锥虫鞭毛体并大量繁殖，1周后又成为循环型锥虫鞭
毛体。当锥蝽排出粪便、尿液时，鞭毛体也随之排出，可通过人身上的伤
口或黏膜等进行传播。”值得注意的是，鞭毛体在干燥情况下很快就会死
亡，只有在非干燥情况下才会传播。

他表示，目前我国尚未出现本地病例和输入病例，因此市民被叮咬
后感染锥虫病的机会微乎其微。

锥虫病和艾滋病是“一码事”吗？
不过，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美洲锥虫扩散速度和程度不容忽视。

“根据 WTO 统计数据，目前全世界约有 600 万至 800 万人感染克氏锥
虫。”陈守义说。

据介绍，该病感染早期由于症状轻微而容易被忽视，隐匿期可达20
年-30年，难以被发现，但病原体在体内可持续终生，重症患者预后不
良。急性期主要临床症状包括：侵入部位有红斑和硬节；结膜侵入部位
发生单侧眼睑肿胀；发热、皮疹、肌肉关节痛等症状。如未能及时治疗，
将危及生命。

陈守义提醒，如市民不慎被锥蝽叮咬，应尽早去医院采血化验，叮咬
后的几周至两个月内，如检测出锥虫鞭毛体，应及时治疗。

美洲锥虫病是“新型艾滋病”吗？陈守义解释道，锥虫病与艾滋病是
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新型艾滋病”只是一个比喻说法。虽然，锥虫病
在美洲的爆发形态十分类似于早期艾滋病的传播，而且二者都可以通过
血液或母婴传播。但“二者传染途径不同，艾滋病由人与人之间直接传
播，主要通过性传播，锥虫病主要是通过锥蝽这个媒介传播的；二者病原
体也不同，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锥虫病的原体是克氏锥虫。”

“8元一只”的奖金如何才能拿到？
陈守义称，这次“悬赏寻虫”行动，实际上是中国疾控中心主持的一

项“开展输入性美洲锥虫病及媒介锥蝽调查工作”，该项工作是为了解媒
介生物锥蝽的分布情况、种类和数量，评估输入性美洲锥虫病的风险，进
一步做好输入性热带病的防控工作。广州市作为一个调查点，开展了
11个区锥蝽调查工作。

“截至7月10日，广州市疾控中心已收到市民送来的疑似锥蝽十余
只。但需经过国家疾控中心的鉴定，才能最终判定，‘8元一只’的奖金
也要在鉴定是锥蝽后才能发放。”陈守义说。此次寻虫活动将持续到7
月31日。 据《羊城晚报》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1日电
（记者刘懿德）从借贷公司借款
1000 元，经过 8 个月的时间，连拼
带凑还了35万元竟然还没还清，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居民王某近期
陷入“套路贷”还贷

“黑洞”，最后选择报
警。警方提醒广大群
众，应通过银行等正
规金融机构贷款，千万不要轻信无
金融从业资质的个人、公司发布的
广告信息。

近期内蒙古公安机关打掉了多
个“套路贷”诈骗团伙。其中，包头市
公安局接到王某报警后，打掉了一个
以陈某丰、陆某青为首的“套路贷”团
伙，破案5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3
名。经查，该团伙非法获利2亿多元。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王来明说，“套路贷”背后往往有黑
恶势力的身影，受害人签订合同
后，违法犯罪分子就通过胁迫逼
债、虚假诉讼、非法拘禁、敲诈勒索
等手段侵吞财产。

王来明提醒广大群众识破“套
路贷”的套路：

套路一，向银行等正规机构借
款都要审核，“套路贷”团伙便常以

“无抵押、迅速放款”为饵吸引受害人。
套路二，哄骗受害人签下高于

所借款项一倍甚至数倍的欠条。骗
子最常用的骗术是“这是行规”“不会
真让你还这么多，按期还就没事”。

套路三，当还款日临近，“套路

贷”团伙不主动提醒借款人逾期，
甚至以电话故障、系统维护为名导
致借款人无法还款。而还款日一
过，这些公司就以“违约”为名，收
取“天价”滞纳金、手续费。

套路四，当借款
人无力偿还高额欠款
时，“套路贷”团伙就
通过尾随借款人、在

家门口泼油漆等手段，逼迫还款。
王来明说，“套路贷”严重危害

群众财产安全，有的受害人原本
借款 10 万元，后来“滚雪球”滚成
了三四百万元，最后甚至损失了
房产。他提醒广大群众，千万不
要轻信无金融从业资质的个人、
公司发布的广告信息；一旦发现
可疑情况，请妥善保存有关证据
并立即报警。

广州锥蝽会传播新型艾滋病？

借款1000元竟还款35万元
警方支招识别“套路贷”

第18185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4532030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75964元
开奖结果：6 9 6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6457注6541注0注

本地中奖注数52注15注0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189575.1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8080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3 06 07 15 22 26 30
特别号码

08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
6

180
552
5275
11061
59265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0
33
27
291

每注奖金（元）
1298240
30910
2060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5379008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18654元

中奖号码:5 7 0

青海省销售总额：638722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12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124
0

25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5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128960

0

4376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奖总金额：172729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8185期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16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1600000元

第18185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9746158元
开奖结果：6 9 6 8 8

本期中奖情况

246559207.9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80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200930992元
开奖结果： 前 区 后区

07 16 24 26 31 10 11
本期中奖情况

奖等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中奖注数

6注

2注

100注

45注

730注

300注

31168注

12174注

592125注

224665注

5617113注

-

每注奖金

7560939元

4536563元

79192元

47515元

4298元

2578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45365634元

9073126元

7919200元

2138175元

3137540元

773400元

6233600元

1217400元

5921250元

1123325元

28085565元

110988215元

5956453500.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会销会销””盯上老人盯上老人，“，“银发银发””钱包谁来守钱包谁来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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