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网最低价比原价还贵、 集
赞优惠竟是骗局……一年一度的
“双十一 ” 促销盛会如约将至 ，
各大电商平台强势宣传 “烧脑”
促销规则， 琳琅满目的商品都被
贴上优惠折扣的标签 。 然而 ，
“低价风暴” 背后， 有哪些套路？
隐藏哪些陷阱？

“低价风暴” 有猫腻：
虚构原价、 捆绑销售、

集赞骗局

四川消费者杨女士在某购物
平台网店 “原创设计服装店” 关
注了一件标价为559元的连衣裙
多日， 准备网店搞优惠活动时再
买。 “双十一” 之前， 网店宣传
全场包邮、 满500减20元， 杨女
士当机立断下单付款539元购买
了心仪的连衣裙。

三天后， 杨女士又上该网店
选购外套， 却发现之前下单购买
的连衣裙标价只要335元， 居然
又大幅度降了204元！ 杨女士要
求网店退还差价， 网店却拒绝退
钱……

“双十一” 前夕， 类似虚构
原价现象屡见不鲜， 捆绑销售也
是常见套路。

最近， 市民胡女士在某网络
平台购买了一张火车票， 票价为
65元。 但要额外收取两张优惠券

费用共30元， 网站显示， 优惠券
可享受7×24小时预订服务、 客服
服务、 快速退改签服务、 短信提
醒服务等， 并且不能取消， 胡女
士支付了30元优惠券费用， 但事
后发现 ， 这些优惠服务根本是
“纸上谈兵”， 没有一项能实现，
但钱又退不了。

“不仅没买到便宜， 反而还
白交了钱。” 胡女士后悔地说。

微信集赞低价购物骗局也是
“双十一” 来临前朋友圈的刷屏
套路。

“只要将活动内容分享到朋
友圈，并累计点赞28个，就可以低
价领取生蚝 ”———家住四川泸州
的易女士被这句广告词吸引，在
朋友圈吆喝求点赞， 在活动期间
完成集赞数量后， 支付了49.6元
购买了10斤生蚝。 但在约定提货
时间去领取生蚝时， 商家却说活
动太火爆，生蚝已领完了……

“觉得太坑了， 这不是骗人
吗 ！” 易女士说 ， 打开朋友圈 ，
现在还有好多不明真相的朋友在
集赞低价买东西……

商家套路深：
虚假宣传、 先涨后降、

“钓鱼” 陷阱

记者了解到 ， 随着 “双十
一” 来临， 商家的套路主要表现

在虚假宣传 、 先涨后降 、 “钓
鱼” 陷阱等方面。

———虚假宣传误导。 四川省
律协消费者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
副秘书长单静说， 一些不良商家
为了在“双十一”期间刷销量，会
用一些虚假词汇来做宣传， 趁机
误导消费者， 比如，“产量一直领
先”“全网最低价”等，背后大多是
虚构的事实和隐藏的真相。

北京安博 （成都） 律师事务
所律师韦海军说， 虽然法律有欺
诈增加三倍赔偿的规定， 但不少
商品销售者存侥幸心理， 认为不
被抓到就不会被罚款， 因此， 虚
假宣传反而成为一种常见的商家
销售套路。

———利用信息不对称先涨价
后打折。 “一些商家通过这种方
式诱骗消费者消费， 侵犯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泰和泰
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华说。

“我看准要买一款婴儿车，上
个月原价还是1300元， 最近几天
突然变成了2400元，还写着‘双十
一’将大降价500元，实际上比原
价贵多了……”市民杨先生说。

———“钓鱼式 ” 低价陷阱 。
记者了解到， 在一些网上购物平
台、 微信平台上， 类似通过免费
集赞、 免费转发、 免费试用等噱
头来诱导消费者下单， 有的故意
不事先写明押金定金是否退还，

有的将 “参加该活动一律不能退
款” 等条款模糊处理写在活动页
面最后， 造成消费者钱物两失的
情况不在少数。

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凊说， 消费者参与了这些 “钓鱼
式” 低价购物活动， 后期商家就
会以 “货物发完了” “订单未使
用” 等借口， 拒绝退还收取的押
金， 或者告知退款要收取高额手
续费， 甚至实际提供的商品或服
务与宣传不符， 来坑骗消费者。
有的微信集赞还需要提供身份信
息和社交账号， 很可能导致个人
信息被盗。

记者了解到， 很多商家在促
销、 抽奖等活动中， 为了诱使不
特定消费者参与宣传活动， 没有
在宣传中对参与活动资格、 参与
活动人数或产品服务数量等进行
限制 ， 在消费者满足活动条件
后， 又以不符合参与活动资格、
参与活动人数或产品服务数量有
限制等不予兑现承诺。

消费者擦亮眼学会较真
行业强化自律和社会共治

廖华说，从消费观念上，消费
者一定要学会较真， 要敢于依靠
相关组织，依靠专业人士，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单静等专家认为 ， 在遭遇

“钓鱼式” 购物陷阱时， 若商家
以不正当理由拒绝兑现， 消费者
可以向当地市场监督部门投诉商
家的虚假销售行为； 也可向当地
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请求调解；
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记者了解到， 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
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费用的三倍。

北京盈科 （成都） 律师事务
所律师高涛说 ， “双十一 ” 来
临， 网络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时有发生。 建议广大消
费者尽量选择正规大型的网购平
台， 下单前仔细阅读相关条款，
了解所购商品或服务的使用规则
和限制性条款。 注意保留证据，
如下单付款凭证、 商品宣传信息
及聊天截图等， 以便发生纠纷及
时有效维权。

相关专家也指出， 针对 “双
十一” 种种购物陷阱， 还需要加
强监管和社会共治。 不断完善网
络监管服务平台， 升级网络监管
服务， 加大打击力度和手段； 同
时， 探索建立多省份执法监管协
作机制， 进一步建立健全多省份
的日常沟通协调机制， 及时研究
解决跨区域网络市场突出问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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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这些坑你掉过吗？

“未来的文盲 ,就是现在不懂
编程的小孩” “不会写代码就丧
失了网络生存能力” ……近来 ，
大量引发家长焦虑感的少儿编程
广告 ， 充斥于自媒体和公共场
所 。 “新华视点 ” 记者调查发
现， 继奥数、 英语之后， 少儿编
程成为最新教育培训热点。 少儿
编程如此火爆， 谁是幕后推手？
家长是否应该让孩子学编程？

势头迅猛： 家长跟风、
资本跟进

“未来的文盲，就是现在不懂
编程的小孩”……近来，类似言论
以广告或软文的形式， 频频出现
在自媒体、公共场所及家长群里，
且愈演愈烈。 一些名人纷纷为相
关培训站台。 这一切给少儿编程
笼罩了一层高端、前瞻的色彩。

据了解， 少儿编程课程分为
两类， 一类是面向6岁以下孩子
的简单机器人拼搭式教育； 一类
面向6岁以上小学阶段的儿童 ，
以图形化、 模块化的编程语言在
编程软件里创作情景动画。

少儿编程课花费不菲。 记者
调研市场发现， 以7岁孩子每周
上1节课为例， 线下课程一般一
年1万到2万元， 线上课程一年多
在5000元左右。

北京的罗女士在开学季给
孩子报了机器人培训班。 “孩子
马上要上小学了， 很多同学都在
学机器人， 我们不想输在起跑线
上。” 罗女士说， “现在的小孩
子都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 未
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谁都不知
道， 让他们从小接触编程应该有
必要。”

记者近日在天眼查上检索显

示， 360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里
含有 “少儿编程”， 其中， 在一
年内注册的公司有190余家。

某投行教育行业分析师孙瑞
桃说， 目前超过60家少儿编程培
训企业公开融资， 编程猫、 核桃
编程、 西瓜创客等在近两年均宣
布亿元新融资， 以高瓴资本、 红
杉资本和北极光创投等为代表的
知名风险投资机构 ， 以及好未
来、 新东方等上市教育企业都已
“入场”。

少儿编程培训机构北京橙旭
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斌
说， 我国少儿编程今年的市场规
模大约有50亿元， 未来两三年内
预计还将有3到4倍增长。

火热背后： 政策导向、
资本驱动、 机构贩卖焦虑

少 儿 编 程 培 训 为 何 如 此
火 爆 ？

首先是政策鼓励。 中国人民
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文继荣认为，
人工智能教育是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让青少年
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战略需要。

2017年7月国务院颁布 《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规划
明确提出 “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
工智能相关课程 ,逐步推广编程
教育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
乐的编程教学软件、 游戏的开发
和推广。”

目前， 北京、 重庆、 广州等
地教育部门都出台了人工智能课
程逐步进校园的规划。 浙江省从
2017年开始， 包括编程的信息技
术已经纳入高考选考科目。 在政
策鼓励下， 资本纷纷进入少儿编
程培训市场。

不容否认的是， 一些机构刻
意 “制造焦虑” 对少儿编程热推
波助澜。 一位南京少儿编程创业
者说， 有的公司员工冒充家长在
家长论坛、 家长微信群和自媒体
里发表一些制造焦虑的言论， 然
后以 “免费体验” 的形式吸引消
费者。

“各个机构都拼命向家长传
递政策鼓励 、 大家都在学等信
息， 却不会详细讲解编程到底如
何能够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 。”
贝尔编程CEO林钊仕说 ， 近两
年， 少儿编程培训行业每年投入
的营销费用据估计超过10亿元，
一些机构通过 “制造焦虑” 来刺
激家长付费。

此外 ， 培训机构的市场火
热， 也与学校相关教育跟不上有
关。 “编程和人工智能教育对学
校的师资、 教程和硬件条件都有
很高要求， 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具
备条件， 很难马上纳入必修课。
培训机构满足了部分市场需求。”
文继荣说。

学编程并非越小越好，
课程标准及评价体系尚不
完善

人工智能编程技术的学习有
明显低龄化趋势，中学开始学，甚
至小学也开始学。 是不是越早学
习越好？“要辩证看这个问题。”文
继荣说， 让孩子早接触到人工智
能，对成长有帮助。然而，人工智
能背后有数学、统计、脑科学等多
方面知识， 中小学生理解起来有
些困难。 家长在这个阶段应以培
养孩子的兴趣为主。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
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崔聪聪认

为， 学编程并非年纪越小越好。
儿童的想象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
弥足珍贵， 有些编程培训班， 教
育方式不得当， 可能会让孩子形
成机械的思维模式， 对孩子的全
面发展未必是好事。

虽然资本一拥而上， 但业内
人士认为， 除了备受诟病的过度
宣传， 少儿编程培训行业还存在
其他不少问题。

目前， 少儿编程培训行业创
业的门槛较低。 天眼查显示， 从
事少儿编程培训的190余家公司
是在一年内注册的， 其中127家
的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下， 且
部分公司的资本金并未实缴。

更重要的是， 少儿编程的课
程标准及评价体系尚不完善， 培
训质量参差不齐。 记者查询少儿
编程教程， 在电商网站超过200
册。 陈斌说， 现在没有国家教育
部门推荐的少儿编程教材， 一些
机构的教材其实是东拼西凑的，
教师水平也参差不齐。

由于是新学科， 家长对市场
的甄别能力也很有限。 陪5岁儿
子上了6节编程培训课的刘先生
说， 面对培训机构花样繁多的宣
传 ， 确 实 有 点 “选 择 障 碍 ” ，
“对于课程设置、 教学目标、 学
习方法我心里也没底， 摸着石头
过河吧。”

“青少年到底需要怎样的人
工智能培养体系、 课程体系和知
识体系， 如何做好从小学、 中学
到大学的知识衔接， 需要花大力
气去研究 、 尝试 。” 文继荣说 ，
现在处于自由竞争阶段， 未来教
育部门应发挥引导作用， 聚合各
方智慧， 并加快建立课程标准，
提高教学水平。 据新华社

谁是少儿编程热的幕后推手？
“不学未来成文盲”，一年学费一两万元……

新华社电 园林小菊第一次
在 “世界屋脊 ” 青藏高原上绽
放———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
已成功将这种用于观赏和绿化的
菊花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进行露
地栽培并自然越冬。

这是记者日前从南京农业大
学了解到的情况。 据南京农业大
学园艺学院院长吴巨友介绍， 自
然条件下菊花分布范围低于海拔
1600米， 人工栽培的露地菊花最
高海拔也止步于2300米。 此次在
海拔3000米的柴达木盆地成功栽
培园林小菊， 刷新了菊花栽培的
高海拔纪录， 是我国菊花研究的
一项最新成果。

科研人员自去年起在青海省
海西州乌兰县进行了试种。 在克
服气候差异大、 品种适应性差异
后， 151个菊花品种中有100个适
合当地自然条件。 科研人员筛选
的金陵系列地被菊， 以及 “南农
绿意” “南农黄蜂窝” 等切花菊
都能很好地适应当地自然环境。

该项目负责人、 南京农业大
学 副 教 授 王 海 滨 说 ， 除 观 赏
品 种 外 ， 皇菊和金丝黄菊等茶
用菊品种在当地的表现也良好，
绿原酸、 木犀草苷等关键成分都
高于药典标准数倍。 由于当地冬
季气温达零下20多摄氏度， 菊花
蚜虫不能自然过冬， 因此病虫害
非常轻。

在科研人员制定出一整套适
合当地种植技术标准的基础上，
乌兰县的菊花种植和加工已成为
一个新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据乌
兰县副县长窦锦兵介绍， 当地菊
花规模种植面积已有30亩， 每年
可提供500人次左右的用工量 ，
每人每天约有150元收入。 他希
望通过发展菊花产业为当地农牧
民脱贫提供一个有效途径。

菊花首次在
“世界屋脊”栽培成功

虚构原价 捆绑销售 集赞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