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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近期，多地采取消费券补贴方
式促进消费回暖，但“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伴随抢券热
潮，一些“羊毛党”利用监管、技术漏洞，将消费券套现、交易，
获取利益。

目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监管部门警惕，多地正不断完
善消费券使用办法。郑州等地针对这类现象发布通告称，将
追究消费券套现者的相关法律责任。

伪造消费，与商家合作套现

近日，一些微信群出现如此对话：“领到消费券的朋友，
欢迎互助套现，我有店家收款码！”“有人帮忙给消费券套现
吗？八折出！”

虽然一张券仅10元钱，且有的城市规定每人每次仅能
领50元消费券，但还是有人琢磨着将这50元套现。

记者调查发现，套取这10元消费券需找到合作商家，然
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向商家支付30元，加上10元消费券，
商家实际收到40元，当场可返还35元到38元现金，剩余2元
到5元作为商家收取的套现“手续费”。

市民蒋女士告诉记者，由于首波优惠券没有限制收款方
必须是商户，所以“羊毛党”只要有某平台的付款码，互扫就
可以套现，压根不用消费。后来平台方开始用技术手段拦截
作弊行为，“羊毛党”转向有资质的商家合作套现、分账。

多位技术安全专家告诉记者，目前，“羊毛党”利用一些
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囤券：有人写程序、开外挂抢券；有人通过
虚拟IP地址或虚拟定位，绕开消费券领取的地域限制，在全
国范围内组团抢。“所以往往是‘羊毛党’大量囤券，而普通市
民一券难求。”

支付宝有关工作人员回应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否存在技
术漏洞时称，目前支付宝实名认证和风控能力可以确保用户
真实性，可防范篡改定位信息或批量注册抢券。对商家违规
和消费者伪造交易涉嫌违法的，将联合执法部门进行打击。

二手交易网频现买卖消费券信息

多地消费券使用说明明确规定“本券不可转让出售”，但
记者发现，除了通过商家“合作”变现消费券，一些“羊毛党”
还将消费券以票面价值5折到6折的价格转卖给他人获利。

记者在闲鱼、转转等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有大量转手消费
券的信息，涉及山东、广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多地。单张消
费券面值少则20元，多则200多元。有的发布者打包多种面
值消费券以半价转卖，有的是单张半价出售。

“先到先得、售出概不退换。”闲鱼平台“我要发光
01241996”用户发布信息称，出售淄博、桓台商超消费券，惠
仟佳、联华超市等各大商场超市都可使用，100元、50元、20
元面值消费券出售价格分别为50元、20元、5元。

同时，平台上也有人收券。闲鱼“残冬冷雪”发布信息
称收购消费券，记者咨询，对方称只收购顺德和三水的“商
家码”，并询问记者出售哪类消费券，要求截图券码提前查
看。

记者在一些贴吧网站也发现了买卖消费券的信息。在
百度贴吧“新密吧”中，有人发布有关买卖消费券的帖子：“收
消费券，刚收了个200元的，有的来。”

华东某省会城市财政局就消费券监管问题回应称，消费
券资金来源于多个部门，各主管部门分别和第三方支付平台
签订协议后，财政资金通过各部门拨给第三方，实际消费兑
付资金数额从中扣除，结余资金缴回财政，并没有明确某一
部门对消费券使用进行监管。

填补监管漏洞，保证“券”尽其用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消费券被
“羊毛党”投机牟利，不仅破坏市场秩序，还会导致政策效果
大打折扣，甚至给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对于恶意‘薅羊
毛’现象必须坚决打击。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和惩处力度，
相关平台要不断升级更有效的技术监测和风险防控手段。”

浙江靖霖（广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吕博雄说，“羊毛
党”虚假交易套取消费券可能构成诈骗罪。商家如果专门
通过帮市民套现来获利，且数额较大的，同样可能涉嫌诈
骗犯罪。

一些地方已关注到该现象。4月30日，郑州市商务局等
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使用社会消费券有关事项的通
告》要求，严禁通过虚假交易进行消费券套现等违法行为；严
禁通过社交软件、网络平台等信息渠道，发布、传播套现消费
券等违法信息。据郑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介绍，郑州市已会
同第三方平台，通过大数据手段监测异常交易，比如小店铺
使用大数额消费券等，将及时跟进并处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说，应
利用技术手段完善消费券发行制度设计，如可使用区块链技
术监控交易过程，制定识别策略进行线上适时打标和拦截，
提供信用绑定，设置营销活动和处罚流程。

此外，专家建议对套现行为实施处罚和取消合作单位资
格，或不给予消费补贴资金。吕博雄认为，政府及其委托的
支付机构应当加强大数据分析，加强对非正常交易记录的筛
查，通过技术手段尽量避免以虚假交易套取消费券的行为。
同时，应当加强对申领消费券的人员、实施消费券抵扣的商
家的信用监管，使钻空子“薅羊毛”乃至违法犯罪的人付出相
应的信用成本。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日前，4
月金融统计数据出炉，其中1.7万亿元
的新增贷款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这些
贷款投向了哪些领域？实体经济得到
多少资金支持？

当前，为有力支持实体经济恢复
发展，金融逆周期调控力度大幅增强，
信贷投放速度明显加快。4月份新增
人民币贷款1.7万亿元，同比多增6818
亿元；4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 13.1%，
是 2019 年 6 月以
来的最高水平。

贷款需求回
升，折射出经济
活动的改善。从新增信贷结构来看，
居民和企业贷款增长均显现出亮点。

受疫情影响，我国居民的消费和
购房支出一度大幅减少，贷款需求也
明显下降。但自 3 月开始，情况发生
了变化，住户部门贷款出现好转，扭转
了 2 月住户贷款负增长的态势。4 月
更是延续了 3 月的良好态势，住户部
门贷款增加6669亿元。

住户部门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消费
部门，其信心增强有利于实体经济恢
复增长。那么，4月个人消费贷款是如
何支持消费者“买买买”的呢？

数据显示，4月新增个人消费贷款
4782 亿元，同比多增 90 亿元。其中，
个人住房贷款新增3675亿元，同比多

增173亿元，总体保持稳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

员董希淼认为，目前，我国疫情防控阻
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内疫情已
经得到基本控制，生产生活秩序加快
恢复。近期，多地出台刺激性消费政
策，房地产金融政策保持连续性、一致
性、稳定性，在此背景下，住户部门消
费贷款增长逐步恢复。

与此同时，我国企业贷款增速上

升较快，且中长期贷款增长明显。4月
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9563亿元，
同比多增6092亿元。其中，中长期贷
款增加5547亿元。

企业获得贷款后，到底投向了哪
些领域？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4 月信贷继续大力支持社会抗
疫，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贷款增加113
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贷款增
长1399亿元，均同比多增明显。另外，
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也得到了有力支
持，4 月批发零售业贷款增加 258 亿
元，同比多增698亿元。

此外，在全面推进复工复产的背
景下，不少金融机构把支持制造业企业

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4月份，投
向制造业、基础设施业、服务业等关键
领域的中长期贷款增速均创近期高点。

数据显示，4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 17.8%，比上月末高
1.1个百分点，是2011年3月以来的高
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持续快速增长，4 月末余额同比增长
39.9%，比上月末高0.7个百分点。

当前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流
动性合理充裕，
这让市场担心：
会否有大量资金
流 向 房 地 产 领
域？

央行的数据试图回答这一疑问：4
月份投向房地产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
稳定，同比增长10.5%，比上年末低0.9
个百分点。

董希淼认为，在加强货币政策逆
周期调节的同时，相关部门不断释放
关于房地产金融政策保持稳定的信
号，较好地发挥了稳预期作用。

下一阶段，金融逆周期调控力度
将进一步增强。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
究员温彬认为，在人民银行结构性货
币政策工具引导下，银行信贷将加速
流向基础设施、制造业、抗疫相关企
业，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望持续提升，
有力地推动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社会
发展活力。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经国务
院同意，收费公路5月6日零时起恢复
收费。恢复收费一周以来，高速公路
联网收费系统运行怎么样？交通运输
部有关负责人14日对此进行了回应。

系统运行平稳有序 路网运行总
体顺畅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截至5
月13日零时，优化完善后的高速公路
联网收费系统运行平稳有序，路网运
行总体顺畅，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的成效进一步显现。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5月6日至12
日，高速公路交通量持续增长，路网总
体运行平稳。高速公路总流量由
2592.88 万辆增长到 2729.83 万辆，日
均增加22.83万辆。其中，客车日均增
加 4.78 万辆，货车日均增加 18.05 万
辆，有力地促进了复工复产和经济社
会秩序恢复。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后，全
网日均拥堵缓行500米以上收费站数
量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6.9%，拥堵缓
行 1000 米以上路段比 2019 年同期下
降了17.54%。

此外，目前61.52%的车辆（约1600
万辆）使用ETC在出入口收费站不停

车快捷通行，ETC使用率比去年同期
提高了19.32个百分点，其中客车使用
ETC比例达到71.2%，货车使用ETC比
例也由5月6日的25.9%增长到目前的
31.45%。全网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基本实现收费金额实时显示

这位负责人表示，恢复高速公路
收费一周以来，基本实现了收费金额
实时显示和“一次通行、一张账单、一
次扣费、一次告知”。

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5月6
日至12日，全国高速公路共发生通行
费交易1.8亿笔，全国9263个收费站、
68604条收费车道全部实时显示通行
费金额，并按照“显示即扣费”的原则
实施收费。

据介绍，全国各地 417 家 ETC 合
作银行全部按照统一模板规范发送扣
费短信。各地还提供了 App、小程序
及微信公众号等缴费信息和账单查询
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监督。此外，
各地主动调整了133个城市周边高速
公路收费站站外里程收费，共减少收
费里程 485 公里，每年减少收费约 31
亿元。

在提升客户出行体验和开具电子
发票方面，这位负责人介绍，5 月 6 日

至12日，平均每天为公众提供咨询服
务电话 81521.57 次，平均接通率为
95.98%；全国共开具通行费电子票据
汇总单44.87万张，汇总发票243.02万
张，可抵税额 1095.42 万元，有效减轻
了运输企业财务成本和人工负担，用
户不再为一次行程、多张发票而烦恼。

推动“撤站”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后，全
国高速公路形成了“一张网”。但新的
联网收费系统在转换磨合初期也出现
了一些问题，给群众出行带来了不便。

这位负责人表示，针对系统转换
初期出现的问题，各地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全力完善系统、优化政策、提升服
务，系统运行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
升。恢复收费后，收费系统运行平稳，
路网运行总体顺畅。但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将持续巩固完善优化提升。

据介绍，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加
强统筹分析调度和路网运行监测，及
时研究解决新发现的问题，快速处理
客户投诉意见，并加强服务人员业务
培训，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警惕消费券被套现和交易

高速公路恢复收费一周后系统运行如何

4月30日23时48分至
5 月 1 日 0 时 23 分，在珠峰
大本营拍摄的星轨（合成照
片）。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海
拔最高的山峰。

这里气候复杂无常，景
色瞬息万变。这里既能看
到阳光明媚、白雪闪烁，也
能观赏到日出日落、星河出
没。不同的时间，能够呈现
不同的巅峰景致，让人目不
暇接，美不胜收。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巅峰景致
珠峰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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