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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折扣？新套路？解析网购“捡漏群”“羊毛群”

新华社电 针对个别地方集
成电路发展低水平重复建设风险
显现的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
闻发言人孟玮20日表示， 下一步
将按照 “主体集中、 区域集聚”
的发展原则， 加强对集成电路重
大项目建设的服务和指导， 有序
引导和规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秩
序， 做好规划布局， 引导行业加
强自律， 避免恶性竞争。

孟玮在当天举行的国家发展
改革委10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 集成电路产业是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战略性、 基础性和先
导性产业， 地位十分重要。 近年
来， 在相关政策的支持推动下，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势头向
好， 技术水平大幅提升， 企业加
速成长壮大。 2019年， 我国集成
电路销售收入7562亿元， 同比增
长15.8%， 已成为全球集成电路
发展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她同时指出， 当前国内投资
集成电路产业的热情不断高涨，
也出现一些没经验、 没技术、 没

人才的 “三无” 企业投身集成电
路行业， 个别地方对集成电路发
展的规律认识不够， 低水平重复
建设风险显现。

孟玮表示， 针对当前行业出
现的乱象 ， 要继续完善政策体
系， 加快落实 《新时期促进集成
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政策》， 抓紧出台配套措
施， 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环境， 规范市场秩序， 提升产
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 引导产
业健康发展。 要建立 “早梳理、
早发现、 早反馈、 早处置” 的长
效工作机制， 强化风险提示， 加
强与银行机构、 投资基金等方面
的沟通协调， 降低集成电路重大
项目投资风险。

她强调， 要坚持企业和金融
机构自主决策、 自担责任， 提高
产业集中度。 引导地方加强对重
大项目建设的风险认识 ， 按照
“谁支持、 谁负责” 原则， 对造
成重大损失或引发重大风险的，
予以通报问责。

10月20日， 工作人员在综合动检列车上进行测试。 当日， 西 （安） 银 （川） 客运专线开始全线拉通试
验， 并计划于今年12月底开通运营。 西银客专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 “八纵八横” 高铁网包 （银） 海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618公里。 新华社发

我国新冠病毒疫苗III期临床试验已接种约6万人
未收到严重不良反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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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几十元的运动鞋、 几元的微
波炉 、 几毛几分的零食 、 化妆
品， 甚至还有0元购， 不是山寨
货， 都是响当当的大牌！ 近段时
间， 各大社交网站、 APP上出现
了 一 大 批 以 超 低 折 扣 商 品 为
卖 点 的 “捡漏群 ” “羊毛群 ”
等。 这些真如他们所宣称的那么
神奇吗？

折扣“诱人”
各种 “捡漏群” 新涌现

近日， 不少消费者反映在各
大社交网站、 APP上出现了一大
批以超低折扣商品为卖点的 “捡
漏群” “羊毛群” 等， 群主、 主
播们无不宣称在群里能买到巨大
优惠的名牌产品， 比如几十元的
运动鞋、 几元的微波炉、 几毛几
分的零食、 化妆品， 甚至还有0
元购物机会。 宁夏银川市民孙朋
说： “类似内容看多了， 还真蛮
动心的。”

打开某知名问答论坛， 在产
品推荐等类似问题下， 可以看到
不少 “捡漏群” “羊毛群” 的回
答， 这些回答呈现模板化倾向。
开头或亮明自己收入不高， 通过

捡漏买到优质产品， 或斥责其他
“垃圾” 群； 文章中会插入多张
付款图片作为背书， 末尾则会通
过问答形式解答诸如群内为何禁
言等问题。

短视频平台上也有类似推
介。 “进来的兄弟们可以看我的
付款截图啊， 你看点进去就是旗
舰店， 不是假冒产品， 想学的扣
6， 人数够了我就教学”……在某
知名短视频平台上， 类似直播并
不罕见，当人数达到一定热度后，
主播们会神秘兮兮地放出二维码
截图，“只有5秒， 手慢无”。

一些人还被同事、 朋友拉进
类似 “优惠群” 里。 “工作中认
识 的 一 个 朋 友 将 我 们 拉 到 一
个 群 里 ， 里面每天都会推荐某
知名电商平台的产品。” 北京市
民周鼎说。

营销返利
想捡个漏不容易

通过多种方式， 记者先后跟
进了10余个类似 “优惠组织 ”，
发现这些群一般呈现两大类形
式， 一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交
软件群， 如QQ群、 微信群， 群

里每天会发布多个优惠信息， 有
些还可以让群主帮助找心仪的优
惠产品； 另一种则是公众号、 企
业号或个人好友， 通过搜索或互
动查找优惠产品。

记者潜伏多个群近两周发
现， 这些群推介的多是高折扣不
知名产品和折扣不高的品牌产
品， 尚未买到0元购和巨额优惠
名牌产品， 而对于手机充值卡等
“硬通货”， 记者咨询得到的答复
都是没有优惠。

“买一些小物件时能帮上
忙” “有优惠， 但都不高” “开
始还兴冲冲每天刷， 现在没动力
了” ……孙朋等数十名受访者同
样表示很少见到巨额优惠。

“这些优惠券群其实都是营
销返利， 即顾客购买了使用优惠
券的商品后， 发送优惠券者———
群主可以获得佣金。” 某电商平
台营销经理赵学兵说， 这是近段
时间新兴起的一种网络营销方
式， 商家主打口碑传播、 市场下
沉， 将营销经费让利给个人， 但
也不排除先涨价再打折等 “假优
惠”。

“在相关营销返利平台上，
每个人都能找到优惠券， 你也可

以和他们一样拉个群、 创建个公
众号， 其实就是全民带货。” 在
赵学兵指引下， 记者注册了某知
名电商平台返利账号， 进入返利
营销页面后， 顶部有搜索栏可以
搜索商品， 推介商品下都标注着
优惠金额和返利数目， 点击商品
图片上的 “立即推广” 按钮后，
就会生成推广链接。

网名为 “橙子” 的优惠券群
群主说， 他们每天会花费大量时
间在多个返利平台寻找合适商
品 ， 同时研究平台优惠规则 ，
“很多人没时间也不愿意研究这
些， 我们就挣个辛苦钱。 你们得
实惠， 我们挣佣金， 大家双赢。”

少点套路
网购能否别复杂

对于 “捡漏群” “羊毛群”
这一网购新生事物， 有业内人士
表示这是互联网零售的又一发展
趋势，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也
有消费者表示类似事物让互联网
购物越来越复杂， 期盼少一些套
路， 多一些真诚。

“近年来下沉市场、 挖掘更
多用户资源已成为互联网零售业

的发展趋势。 这些应运而生的优
惠券群其实就相当于短视频主播
带货， 带货质量肯定有好有坏，
顾客是享受便捷优惠还是被宰，
关键还要自己甄别。 第三方软件
也应加强监管， 避免有些人借此
搞欺诈。” 赵学兵等业内人士认
为， 类似优惠券群只是一种销售
形式， 没有好坏对错之分。

也有人认为优惠券群等 “全
民带货” 销售形式应适度。 互联
网招聘平台工作人员庄盛说 ：
“近年来很多大学生简历会出现
类似互联网实习、 工作经历。 门
槛低的 ‘全民带货’ 一方面确实
提供了就业机会， 但也要警惕让
年轻人产生赚快钱和远离实体业
的想法。”

“大数据杀熟、 价格歧视、
越来越复杂的玩法……现在互联
网购物真是套路满满， 让网络购
物从使人愉悦变成身心俱疲 。”
周鼎等消费者则对类似优惠券群
不 太 满 意 ， 认 为 这 是 近 年 来
互 联 网零售越来越套路的又一
表现， 期盼电商平台及相关部门
能多一些真诚 。 “优惠有一说
一， 不要弄一些玄乎的概率抽奖
或绕来绕去。”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任洁）教育部、
国家文物局20日联合印发 《关于
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
教学的意见》，对中小学利用博物
馆资源开展教育教学提出明确指
导意见， 其中提出将博物馆青少
年教育纳入课后服务内容， 鼓励
小学在下午3点半课后时间开设
校内博物馆系列课程， 利用博物
馆资源开展专题教育活动。

《意见》强调要精心设计博物
馆教育内容， 经常性组织开展参
与面广、 实践性强的展示教育活
动。要开发博物馆系列活动课程，

充分挖掘博物馆资源， 研究开发
自然类、历史类、科技类等系列活
动课程。 要加强博物馆网络教育
资源建设，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
立本区域网上博物馆资源平台和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资源库， 促进
与中小学网络教育资源对接。

《意见》 着力建立馆校合作
长效机制。 部署学校、 博物馆共
同构建常态化的利用博物馆资源
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工作机制。 加
强博物馆教育人员与学校教师的
交流合作， 将博物馆教育培训内
容纳入相关学科类教师培训中。

教育部、 国家文物局：

鼓励小学“课后三点半”开设校内博物馆课

有序引导、规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新华社电 科技部社会发展
科技司副司长田保国在20日举行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我国4个进入Ⅲ期临床
试验阶段的新冠病毒疫苗， 截至
目前共计接种了约6万名受试者，
未收到严重不良反应的报告。

Ⅲ期临床试验结果是验证疫
苗保护力国际公认的有效性指
标 。 田保国介绍 ， 任何一种疫
苗 ， 不管是在临床试 验 阶 段 ，
还 是 上 市 后 的 大 规 模 使 用阶

段， 都有可能发生不良反应。 目
前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
疫苗， 发生的不良反应基本为轻
度不良反应， 比如接种部位局部
疼痛 、 红肿 ， 以及一过性的低
烧、 发热等。

国药集团董事长刘敬桢表
示，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所属的北
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武汉生物制
品研究所两款灭活疫苗目前正在
阿联酋等10个国家开展Ⅲ期临床
试验， 已经接种5万余人。 截至

目前， 没有接到和观察到严重不
良反应的报告。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高强表示， 该企业在
巴西、 印尼、 土耳其的合作 伙
伴都按照国际通用的药物临床
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GCP） 要
求， 建立完善的不良反应监测
体系 。 到目前为止， 发现一些
轻度不良反应， 但所有合作伙伴
没有反馈与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
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