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随着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在
3月15日升级完成，引入了阿里巴巴、
高德地图等5家科技企业的技术，消
费者不仅可以24小时进行投诉举
报，还有望在线完成纠纷解决。

据介绍， 这次12315平台升级，
除了官方网站和APP，12315的官方
小程序还首度登录支付宝， 消费者也
可以通过支付宝APP， 点点手机就能
维权。消费者打开支付宝后，进入“城
市服务”或在首页搜索“12315”就可
以打开国家工商总局官方的12315
小程序，点击“我要投诉”或者“我要举
报”， 然后输入要投诉举报的公司名
称， 最后提交要投诉举报的信息就能
完成。 （据新华社上海3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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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67 1 7 1
排列 5 18067 1 7 1 4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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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上海3月15日电 记者3月15日从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10日零时起， 京沪高铁线投入的
“复兴号”列车从14列增加至30列，单程最短运行时间缩短至
4小时18分。

4月10日零时起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京沪高铁在开行14
列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基础上，增加16列，总数达
30列。4月10日调整铁路运行图后，长三角“复兴号”列车开行数量
进一步增加，由45列增至86列，除了京沪高铁线外，上海至杭州、南
京、合肥等线路也将增加“复兴号”列车的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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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体验一把消费升级，却遭遇新“套路”。升
级的“套路”究竟是老问题还是新情况？哪些
“武器”可以反制“新套路”？

� � � �看上心仪的旅行产品，
在网上下单付款后就能“说
走就走”， 这样的便利体验
是在线旅行网站近年来备
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但对上
千名消费者来说，说走却走
不了的旅行很窝火。

上海消费者葛女士在
由悦行信息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运营的“布拉旅行”
APP上购买了一款新加坡
的旅游产品，2017年11月开
始预约，3次都未成功，要求
退费，商家却一直推诿不回
复，至今没有收到退款。

和葛女士相比，沈明吃
亏更大。 她在“布拉旅行”
APP上还购买了一张年费
高达3999元的“黑金卡”，按
照承诺，持卡消费者可以享
受“保障出行”“快速退款”
等六项会员服务。 然而，她
预订了一款越南行程并支
付费用12276元， 订单显示
成功，提前30天预约出行计
划时，却被客服告知预约失
败，退款也无法实现。

上海市消保委的数据显
示，过去1年里接到对“布拉旅

行”的投诉有1036件。上海
市消保委发现，“布拉旅行”
采用的一种与以往的在线
旅行网站“一手交钱、一手
出单”不同的模式，在“预
售＋一口价”形式下，消费
者先行全额支付款项购买
出行日期未知的相关行程
的产品，“交钱”后再与“布
拉旅行”预约和沟通具体的
出行日期，经确定预约日期
成功后，才能真正完成“出
单”的过程。

“我买这张‘黑金卡’就是
为了能预约顺利点，最高等级
的会员卡都预约不到时间，我
怀疑是骗子公司。”沈明说。

沈明的怀疑得到了证
实。2018年3月5日，浦东新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合同
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徐某、
种某某批准逮捕。 浦东新区
检察院称，经查，“布拉旅行”
在明知公司无实际履行能力
的情况下， 仍以低于成本价
的价格进行超卖。 至2017年
底案发，“布拉旅行” 骗取客
户预付款1.8亿余元， 各类供
应商款项3632万余元。

� � � � 下面这些场景， 也许你有些
熟悉：

爱在网络上下单酒店和机票的
消费者， 下单时如果不特别留心检
查，就会被默认勾选的贵宾室服务、
机场接送等附加服务“套路”。

想要购买定制家具，报价单中材
料一栏标注为“SKL英伦白橡”，其实
并非白橡木。所谓的“白橡”指的是颜
色，SKL指代的是实木颗粒， 因而其
实是一款白橡木色的人造板。

追着社区里的老年人夸赞“叔叔
帅”“阿姨美” 套着近乎的假冒伪劣
“保健品”销售人员，现在摇身一变成
为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销售代表，话术
从以前的“活到100岁”变成了“你不
理财、财不理你”。

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套路”也在
一同升级，一些新兴的“互联网+”、个
性化定制消费领域成了投诉的重灾
区。“套路”升级背后，究竟是老问题

还是新情况？
“布拉旅行” 式的预付销售形

式， 看起来像是线下的生活服务类
预付卡消费与在线旅行网站消费模
式结合的“新变种”；爱“打闷包”的
在线旅行网站， 做法很像是从线下
票务代理升级而来的“战术”；价格
贵上几倍的定制家具， 和普通的家
装纠纷一样， 往往是不良商家利用
消费者与自己的巨大信息不对称牟
利； 而以老年人为目标的不法销售
分子，更只是“换了马甲”而已。

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陶爱莲说，
个性化定制已经是消费升级的一个
重要趋势， 形成了很多新的交叉市
场，像全屋定制家具这些需求旺盛的
新兴消费领域，缺少标准让监管部门
失去了可以依赖的“武器”；而消费者
因为缺少专业知识， 即使不满意，也
难以说出究竟哪里不对，更难进入举
证阶段。

� � � � 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 在消
费升级的大潮下，如何让“套路”
被“拍在沙滩上”，需要的是往前
主动迈一步的主动性和跨部门联
动的创新监管模式。

处理消费纠纷、 公开信、约
谈、通过媒体曝光，这些是各级消
协组织的“常规武器”，而消费公
益诉讼、参与团体标准制定等“非
常规武器”的应用也在增加。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
健盛说，部分“互联网+”细分行
业天然带有一定的垄断性特征，
消协组织如何代表消费者与“一
家独大”“几家独大”的巨头进行
博弈，考验的是消费者组织的主
动性和专业性。

比如， 针对新兴的定制家具
领域，上海市消保委作为参与方，
主动介入到该行业团体标准的制
定中， 将以前各类团体标准制定
中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变为企
业和消费者都有话语权。

上海化学建材行业协会副
秘书长傅微说，业内高达七成的
家具企业都在转型进入全屋家
具定制市场，随着上海市团体标
准《全屋定制木（制）家具》15日

起实施， 自我声明采用该团体标
准的47家企业将“有标可依”，下
一步希望团体标准能扩展到行业
内的更多企业。

（据新华社上海3月15日电）

“说走就走”走不了 上千名消费者被坑

消费升级，“套路”也跟着升级？

“反套路”：这些“武器”好好用

12315互联网平台升级
消费者可用支付宝一键投诉

“复兴号”列车开行扩容

长三角“复兴号”列车将增至86列

� � � � 据新华社首尔3月15日电 韩国检方15日说，前总统李明
博在讯问中承认受贿，称自己在担任总统期间收取国家情报
院10万美元。

检方对李明博的讯问从当地时间14日上午一直持续到15日
清晨结束。一名检方官员对媒体表示，李明博已经承认通过总统府
一名助手收取时任国家情报院院长元世勋送去的10万美元。

李明博面临检方近20项罪名指控，包括受贿、挪用公款、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和违反选举法等。

李明博生于1941年， 于2008年至2013年任韩国总统。他
是继全斗焕、卢泰愚、卢武铉和朴槿惠之后，又一名遭检方调
查的韩国前总统。

韩国检方称李明博承认受贿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何力

3月14日， 作为第19届湖南文物国
际博览会（以下简称“文博会”）的重头
戏， 民间收藏家向国有博物馆捐赠文物
仪式在湖南省文物总店举行。 省文物总
店总经理郭学仁告诉记者， 这是文博会
举办10年来首次推出文物捐赠活动，也
是我省民间收藏家首次集中无偿捐赠。
一方面， 主办方注意到了越来越热的民
间收藏热中， 很多民间收藏家有无偿把
藏品捐赠给国有博物馆的意愿； 另一方
面，一部分国有博物馆亟须补充馆藏。文
博会正是一座可靠、精准的桥梁。

121件文物赠与3家国有
博物馆

战国彩绘陶敦、战国彩绘陶尊缶、汉
代铁农具、西汉彩绘云纹茧形陶壶、唐代
长沙窑青釉执壶、 醴陵窑釉下墨彩松鹤
图盖罐……湖南省文物总店和胡劲松、
卢运全、李天然、陈湘舟，无偿向株洲市

博物馆、湘潭市博物馆、隆平水稻博物馆
捐赠了121件文物。 这些文物经过了湖
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 湖南省文物鉴定
中心鉴定，其中，由省文物总店捐赠的1
件战国彩绘陶敦、2件战国彩绘陶尊缶属
于国家三级文物。

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刘彬徽介绍，战
国彩绘陶敦、 战国彩绘陶尊缶均为战国
时期楚地礼器， 前者为食器， 后者为酒
器，器形均仿造了青铜器的式样。刘彬徽
分析， 它们为当时处于中等地位的贵族
所有， 这些贵族想拥有较大的随葬品规
模，经济实力又不够，因此制造了仿青铜
陶礼器。

战国彩绘陶敦由两个半球合为球
状，盖钮和足都为兽形。刘彬徽形容它：
“好像一个卫星在天上走，这是楚人独有
的奇特创造，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
3件陶器保存完整，纹饰精美，对于研究
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

3件陶器被捐赠给湘潭市博物馆。该
馆馆长潘莉告诉记者， 目前该馆仅拥有

珍贵文物233件。此次受赠的3件陶器填
补了该馆没有彩陶文物的空白， 将与受
赠的108件传统木工工具一起， 在“五
一”前夕与公众见面。

潘莉说：“随着社会的进步， 很多博
物馆的馆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文化需求。然而在国内，博物馆藏品断
流的现象十分普遍。2015年， 湘潭市博
物馆新馆开馆， 对文物的数量和品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珍贵的文物的售价
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元，我们的征收资金
有限，无力承担。民间捐赠是博物馆收藏
的重要补充。”

文物捐赠将作为文博会
常态项目

当整整3桶、108件传统木工工具被
抬上展示台， 台下许多人不由得惊叹了
一声。

今年春节，它的捐赠者、长沙民间收
藏家卢运全无意中发现了它。“这套工具
非常齐全，包括斧头、曲尺、墨斗、锯子等

多个种类， 很多是使用者在使用时根据
具体需求自制的。 它们的主人靠做木工
养活了全家。老人去世后，子孙觉得很珍
贵，但是不知道如何保存。”

这不是卢运全第一次捐赠文物。为
何愿意把收藏的文物无偿捐赠给博物
馆？ 卢运全与此次参与捐赠的几位收藏
家认为，博物馆有专业人士研究、保存、
策展，能更好地保存文物，同时最大程度
发挥文物价值，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传
统文化。

“这次捐赠的文物整体品质较好，民
间收藏家的积极性很高， 省文物总店此
次捐赠的文物也是多年前民间收藏家捐
赠的。” 省文物总店总经理郭学仁表示。
捐赠仪式结束后， 多位民间收藏家向他
表达了捐赠意愿。

首次试水赢得积极反响， 郭学仁
打算今后继续发挥文博会的平台优
势，举办规模更大、档次更高、影响更
大的捐赠活动， 使之成为文博会的常
态项目， 为民间收藏家和国有博物馆
牵线搭桥。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蒋
剑平 通讯员 李进锋 谢迎春 ）3月
13日，新邵文史第20辑《抗日名将廖
耀湘》 通过了来自省市政协相关领
导、专家们的严格评审，意味着我国
第一部关于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抗
日名将廖耀湘的比较完整详实的人
物传记即将出版面世。

为更好地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存
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去年3月，
新邵县政协主席会议研究决定， 编撰
出版《抗日名将廖耀湘———新邵文史
第20辑》一书。为做好该文史资料的编
撰工作， 新邵县政协成立了专家领导
小组， 组织精干力量对廖耀湘的生平
事迹进行广泛搜罗整理， 认真撰写。

目前全书基本完成，即将定稿印刷。
《抗日名将廖耀湘》全书总共11

万字，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图
片、题词及序跋类；另一部分为反映
廖耀湘生平事迹、 学养的文字稿，包
括人物传记、历史功绩、生平年表及
诗词文赋等。主体内容题为《人物传
记———廖耀湘的风雨人生》， 分为崭
露头角、威镇日寇、涅槃重生等三章，
比较详细地载录了抗日名将廖耀湘
的传奇人生。

廖耀湘（1906.05-1968.12），我
省邵阳市新邵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
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先后参加了
昆仑关会战、缅北反攻战和雪峰山战
役，战功卓著。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吴昊）记者
今天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我省确定省儿童医院等5家医疗机
构为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定点医疗机构， 主要针对发病
率相对较高、有成熟干预技术、治疗效果良好的先天性结构畸
形疾病，为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

据了解，为减少先天性结构畸形所致残疾，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联合中国出生缺陷干预
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在全国15个省（市）开展了先天
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加
强出生缺陷防治，使更多贫困患儿家庭受益，国家卫生计生委
妇幼司近期印发了《关于做好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工作
的通知》（国卫妇幼出防便函〔2018〕7号），将项目实施范围扩
大到27个省（区、市），覆盖中西部所有省份。目前，27个项目省
根据《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方案》要求，确定了省级项目
管理机构27家，定点医疗机构215家。我省确定湖南省儿童医
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郴州市
儿童医院）、湘潭市妇幼保健院、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
医院5家医疗机构为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定点医疗机构。

文化视点 湖南文博会组织民间收藏家首次集中无偿捐赠———

搭建民间文物通往博物馆的桥梁
开展先天性结构畸形

医疗救助
湖南可以去这5家定点医疗机构

维护消费者权益
3月15日，龙山县城时代广场，工作人员在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的宣传。当天是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龙山县开展以“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曾祥辉 张军 摄影报道

■链接

《抗日名将廖耀湘》
文史资料将出版

800万元引进一名自科领军人才

长沙学院6000万元揽英才
湖南日报3月15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肖燕芳）长

沙学院人事处负责人今天透露， 该校近日已向海内外英才广
发英雄帖，计划拿出6000万元招聘学科领军人才、学科带头
人、学科方向带头人、学术骨干和优秀博士。其中，一名自然科
学学科的领军人才来长沙学院， 学校可提供800万元的引进
经费， 包括5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200万元的安家费及购房
补贴，100万元以上的年薪。

据介绍，除了自然科学学科的领军人才，一名自然科学学
科的学科带头人的引进经费也很可观： 科研启动经费为200
万元，安家费及购房补贴120万元，年薪60万元以上，“真正实
现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工作好。”

长沙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的一所公办普通本科高等学
校，是长沙市唯一一所市属本科院校。长沙学院借力长沙市人
才新政，着力打造人才高地，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进高
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2012至2016年， 学校投入人才引进经
费2000余万元，师资培养经费430余万元，另外在硕士点建设
经费中单列2000万元用于人才引进。学校还于2016年起将学
科带头人（自科类）引进费由70万元提高到320万元，特殊津
贴由15万元提高到40万元；将优秀博士引进费由11至13万元
逐步提高至31至60万元。2012年以来， 学校共引进博士研究
生93人， 博士在专任教师中占比在本省同类高校中位居首
列。2018年又计划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58人。

新华社发“套路”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