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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法之下消费黑洞仍在吞金
新华社天津4月25日电（记

者周润健）“五一”假期将至，大众
出游热情高涨，旅游市场持续火
爆。结合以往游客反映节日出行
中发生的服务质量、旅游纠纷等
集中问题，天津市文化和旅游部
门提示说，拒绝选择“低价团”，电
商真伪需辨清。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工作
人员指出，个别旅行社招徕团队，
分文不赚只收成本，甚至低于成
本价接待，该行为注定会“节外生
枝”，如增设自费项目、增加自费
景点和购物店铺，赚取“回扣”和

“人头费”，以此弥补差价、牟取利

润。“零团费”“低价团”扰乱市场
秩序，违背经营理念，表面上看该
行为是让利顾客，实则另有玄机。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提
醒，“一分钱一分货”，在旅游产品
的选择上，游客要货比三家，三思
而后行，一味地看价格不注重品
质，往往是“花钱买气受、旅游把
罪遭”。

近年来，旅游电子平台发展
势头十分强劲，具有一定旅游资
讯能力的网站达数千家，但该市
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从微信
朋友圈、电子平台报名被骗的事
例屡见不鲜。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特别
提醒广大游客，对此一定要提高
警惕，明辨真伪，不要一味地以价
格高低为参考，必要时可到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进行查
询，亦可到实体门店咨询比较，切
不可盲信盲从。另有，第三方支
付方便快捷，但因支付说明不明
确引发的纠纷也是较为常见。以
微信支付为例，交易记录只能证
明双方存在交易，不能说明双方
因何交易，因此广大游客在使用
第三方电子平台交易时，一定要
注明原因，索要凭证，谨防事后

“扯皮”。

新华社太原4月25日电（记
者孙亮全 胡靖国）山西省晋中市
太谷县公安局近期成功打掉一个
跨省网络“校园贷”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 4 名，破获案件 100 余
起。

2018年11月20日，山西农业
大学学生李某某向太谷县公安局
报案称：其为筹措资金做微商，从
9月起通过微信联系某网贷商家，
并通过该商家及逐级介绍的下家
贷款。至11月，李某某实际借款
4600 余元，而需要还款金额高达
19万余元。

接报后，晋中警方迅速侦查，

专案民警掌握了嫌疑人身份、活
动轨迹等重要信息。2008 年 12
月24日，太谷民警赴浙江温州展
开调查摸排，发现该团伙主要成
员在浙江瑞安某酒店频繁出现。
12月底，晋中警方在温州将纠集
在此窝点的团伙主要成员当场抓
获，并查获大量作案工具。

经查，自2018年3月以来，犯
罪嫌疑人李某良纠结犯罪嫌疑人
张某富、张某、孙某某等人，通过
网络发布贷款信息。该团伙以在
校大学生为主要目标，经过客服、
审核、放款、收款、催款等系列环
节，发放所谓的“校园贷”。该团

伙与受害人签订“阴阳合同”，制
造民间借贷假象，恶意垒高借款
金额。

这个团伙发放的“校园贷”，
以 6 天为一个还款周期，贷款利
息高达 30%。一旦放贷成功，团
伙成员便采取电话轰炸、短信滋
扰、发送色情图片等恶劣形式，恶
意滋扰受害人及家属朋友，步步
紧逼催收贷款。该团伙疯狂作
案，受害人分布全国各地，涉案资
金巨大。

目前，该案 4 名主要犯罪嫌
疑人已被太谷警方刑事拘留。案
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4 月 24 日，四川德阳市肿瘤
医院产科病房内，出生24天的米
米正躺在小床上熟睡，她的右臂
缺失，左手中指食指粘连，左脚脚
趾粘连。医院表示，对孩子超声检
查漏诊过失感到非常抱歉，院方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院方
提出愿意承担 30%的责任，赔偿
21万元，被孩子的父亲廖小东（化
名）拒绝。德阳市和旌阳区两级卫
健委介入调查此事。

惊喜变惊吓
娃娃一出生就是伤残

2019年4月1日8时左右，妻
子罗蕊（化名）被推进手术室进行
剖腹产手术，这次花的时间明显
比第一胎的时间久很多。医生将
廖小东等亲属请进了手术室，将
新生儿没有右手臂、左手中指食
指粘连、左脚脚趾粘连的情况告
知亲属。

“我知道出事了，心都碎了”。
惊喜瞬间变成惊吓，听到这个消
息，廖小东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通过网络查询，知道了自己
女儿缺失手臂的情况还有一个更
为专业的名称，“右臂缺如”。医院
请律师和鉴定评估人员进行了初
步评估，“评估的4至5级伤残，按
照最高4级算。”

最先进四维彩超
没能检出胎儿多处缺陷
廖小东介绍，整个怀孕期间

他们都严格按照德阳肿瘤医院的
医生要求，做了全部包括四维彩
超、唐氏筛查在内的各项检查。

2018年12月17日，罗蕊在德
阳肿瘤医院妇产科门诊超声一室

做了“四维彩超常规”检查，超声
检查报告单的“超声所见”部分，
对胎儿的四肢情况具体表述为

“双侧上臂及其内的肱骨可见，双
侧前壁（臂）及其内的尺、桡骨可
见，双手呈握拳状”，超声提示则
显示罗蕊腹中的胎儿已经 24 周
了，检查时为存活状态。廖小东介
绍，在罗蕊怀孕的整个期间，肿瘤医
院没有提出孩子有问题需要复查。

承认漏诊
医院愿承担30%的责任
4 月 23 日，德阳肿瘤医院出

具的一份关于孩子家属诉求的回
复中，医院承认漏诊过失。

德阳肿瘤医院院长漆志友表
示，超声检査属于影像学范畴，声
学原理决定了超声图像存在伪差
与假象，同时，胎儿所处的环境、
胎位以及活动情况均会影响超声
检出率。院方组织专家初步判定：
在罗蕊超声检査过程中，由于胎
儿体位改变，导致出现不同侧面
检査看到的是同一侧上肢的漏诊
情况。

“可能医生也存在经验不
足。”据介绍，德阳肿瘤医院当天
为罗蕊做四维彩超的医生是医院
骨干，工作也是认真负责的。4月
1日，罗蕊产下女儿之后，当事医
生感觉压力很大，也十分自责，

“几次试图自杀”。
据介绍，针对患者家人提出

的包括医疗费、伤残费、残疾器具
费、精神损失费等 300 万的赔偿
诉求，医院在给廖小东的这份回
复中显示，医院根据常规标准测
算，费用为 68 万余元，医院愿意

承担 30%的责任，院方愿意给予
21万元一次性赔付。

但是这一标准，廖小东认为
赔偿较低，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不管怎样，我们会将她养
大，最担心的是，我们有老去的一
天，她怎么办。”采访结束，廖小东
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各方声音
四川某三甲医院超声医学专

业人表示，四维彩超主要作用就
是排畸检查，能够把胎儿各器官
的发育情况立体显示出来，做到
及早发现一些先天性畸形。德阳
肿瘤医院在给罗蕊所做的四维彩
超上明确表述了胎儿手臂发育良
好，这是无法回避的错误，医院在
此事上肯定存在过错，但具体的
责任划分，需要专业的机构进行
医疗鉴定然后明确。

四川范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谭
燕认为，4月1日产下的米米属于

“严重缺陷”。医生的误诊行为，导
致罗蕊没有及时选择终止妊娠，
医院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英占认为，医院在服务过
程中，未能通过医疗手段及时确
诊，未能检查出幼儿是否存在先
天性缺陷，影响了产妇作出是否
终止妊娠的决定，侵害了产妇的
优生优育选择权，医院对产妇的
产前检查中存在未尽到谨慎注意
的医疗过错，也告知信息错误，关
于赔偿责任比例问题，由于幼儿
残疾是先天性的，并非医院医疗
行为所造成，其仅承担相应责任。

据《成都商报》

新华社杭州4月25日电（记者
方列） 近日，杭州刘女士收到某
APP 会员服务自动续费的通知短
信，从其支付宝中扣去10元。刘女
士告诉记者，年初为了更换昵称，
花10元订购了一个月的会员服务。

“买会员的时候根本没看到有自动
续费的明确提示，如果看到肯定不
会买。”刘女士说。

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电
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搭
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
提请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
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然
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APP在用户购买服务时，对于
自动续费没有明确提示，有的甚至
默认勾选。当用户想要取消自动续
费时困难重重，有的APP上甚至找
不到任何取消订购的提示。

不少不少APPAPP自动续费标识不自动续费标识不
明显明显，，有的默认勾选有的默认勾选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APP在购
买会员服务时都会设置多种选项，
比如一个月、一季度、半年或者一
年等，同时设置了自动续费选项，
但一些 APP 自动续费没有明确提
示，往往还默认勾选。

有的只要购买付费服务，就不
经意被自动续费。记者下载了某手
机办公软件，发现共有五款会员套
餐，自上而下排列。置于界面最上
端的套餐即可满足基本服务，记者
直接勾选第一项购买。无意中向下
翻看却发现，在界面的最底端，有
一行浅灰色和蓝色的字提示：点击
开通，表示同意并接受会员服务条
款和连续包月服务条款。

有的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刘女
士后来仔细查看才发现，订购会员
的系统界面上有很小的一行字：

“到期后自动续费，可随时取消”，
并且已被默认勾选。“不仔细看根
本不会注意到那行字，虽然钱不
多，但这种默认勾选的行为让人气
愤！”

还有一些软件在下载安装过程
中，会给出“开始为期7天的免费
体验”的提示，吸引用户订阅，却
同时用浅色字样在旁边标注“订阅
将自动续费”。不少用户点击本以
为仅表示确认试用的“同意”按钮
时，实际变成了同意到期自动续
费。

想取消自动续费不易想取消自动续费不易
电子商务法规定，经营者搭售

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
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也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
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
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内容。

但记者调查发现，不少APP也
没有“以显著方式”提示如何取消
自动续费服务，用户想取消自动续

费没那么便捷。
有的APP上找不到任何取消订

购的提示。刘女士当时想马上关闭
自动续费，可找遍软件界面，没有
发现任何引导与操作说明。

记者打开该APP，在订购会员
页面，既没看到相关消费协议，也
没有任何有关退订服务的说明指
示。通过在网上查询才了解到，用
户需要主动咨询客服，才能够获得
相关指引。记者具体操作发现，用
户需要在 APP 中“我”那一栏中，
点击右下角的“提问客服”，输入

“如何关闭自动续费”，才会看到相
关说明。

有的 APP 将退订方法隐藏在
密密麻麻的说明中，很难找到。
记者打开某办公软件会员特权订
购界面最下方的 《连续包月服务
条款》，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小
字，而且界面无法通过手势操作
放 大 字 体 ， 只 隐 约 看 见 相 关 链
接。记者电脑端登录后，才找到相
关说明与引导。

记者调查发现，“如何取消某
某软件自动续费”等一直是网上的
热门话题。根据网友的经验，如果
APP 上取消订购比较麻烦、困难，
可以关闭支付渠道取消订购。多数
运营商自动续费是绑定的第三方支
付机构进行处理，比如自动续费绑
定的是支付宝，可在支付宝的支付
设置中处理。

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有有
地方消保委正在调查地方消保委正在调查

不少用户反映，由于无法简单
直接在 APP 上取消，金额也不大，
往往就放弃了。“收费容易取消
难 ， 说 白 了 就 是 运 营 商 想 多 挣
钱。”浙江在校大学生小王说。

“自动续费既不合理也不合
法。”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许建
宇认为，一些手机应用通过默认勾
选，强行要求用户同意自动续费等
做法，违反了市场交易最基本、最
重要的诚信原则，涉嫌侵犯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许建宇解释，电子商务法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都要求的“显著方
式”一般包括使用粗体字、黑体
字、彩色字体等，一些手机应用的
经营者选择用格式条款进行说明，
恰恰是采取了“最不显著”的提醒
方式，使消费者落入了陷阱。

“我们已经接到了部分消费者
关于自动续费的投诉，浙江省消保
委正在进行相关调查，在全面了解
情况后，将向社会发布调查报告，
针对性提出消费建议。”浙江省消
保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许建宇建议，除了消费者自我
维权外，对于涉及侵害众多消费者
权益的经营行为，各级消费者协会
应考虑直接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
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