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

2018 年 6 月 14 日
星期四
版

我省 2018 年高考
理综第 8 题单选
A 或 B 均给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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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促销 理性消费
促销红包、预售、定金、满减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6 月 11 日晚，河北省教育考试
院发布公告：我省使用的 2018 年高
考理综试卷第 8 题本身无问题。根
据专家组意见，
经研究决定，
对该题
单选 A 或单选 B 均给 6 分。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方面介绍，
近日接到部分考生、家长来电反映
2018 年高考理综科目选择题第 8
题答案选项问题，
现答复如下：
经评
卷 专 家 组 评 议 认 为 ，我 省 使 用 的
2018 年高考理综试卷第 8 题本身
无问题，但不同的群体从不同的角
度对 A 卷的 B 选项、B 卷的 A 选项
有不同理解。
综合各方面意见，也考
虑到高中教学实际，根据专家组意
见，经研究决定，对该题单选 A 或
单选 B 均给 6 分。
（据河青）

中国互金协会：

部分平台变相
发放
“现金贷”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12 日发
布消息称，近期有部分机构或平台
以手机回租、虚假购物再转卖等形
式变相发放“现金贷”，甚至故意致
使借款人形成逾期。该协会呼吁消
费者，审慎选择平台，理性办理借
贷。
中国互金协会介绍，根据近期
监测发现，有部分机构或平台
“换穿
马甲”，以手机回租、虚假购物再转
卖等形式变相继续发放贷款，有的
还在贷款过程中通过强行搭售会员
服务和商品方式变相抬高利率。特
别恶劣的是，发现有少数平台故意
致使借款人形成逾期以收取高额逾
期费用，严重地侵害了金融消费者
的权益。
此外，中国互金协会还提醒广
大消费者应审慎选择提供贷款服
务的机构或平台，理性办理借贷；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购买相关产
品和服务时应认真阅读合同条款，
留存相关证据，合法权益遭受损害
的，可通过法律手段主张权益；如
发现不具备放贷资质的机构非法
开展贷款业务的，应当向监管部门
或该协会举报，对其中涉嫌违法犯
罪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构报案。

天津机场暑运期间
计划新开加密
20 余条航线
新 华 社 天 津 6 月 13 日 电（记
者 付光宇）记者从天津滨海国际机
场获悉，今年暑运期间，
天津机场计
划新开及加密 20 余条航线。
国内方面，天津机场将陆续加
密至桂林、西宁、长白山、大连等方
向的航线航班；
国际方面，
将新增天
津至美娜多和巴厘岛（印尼）、亚庇
（马来西亚）、芭提雅（泰国），
加密至
日本东京、柬埔寨暹粒、越南岘港、
泰国清迈、菲律宾卡利博以及俄罗
斯的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
库茨克等地的航线航班。
天津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岛游、异域风情游等众多特色航线
航班的开通，极大丰富了暑期旅游
市场，满足了天津及周边旅客出行
需求。由于暑期机票较为紧俏，部分
航线折扣低，建议旅客提前做好出
行准备，提早购买机票，
以免临近出
行时没有机票或折扣较高。
今年暑运期间，天津机场预计
运送旅客量将达 420 万人次，同比
增长 12.4%，平均每天将达到 6.77
万 人 次 ，日 均 人 次 较 平 日 增 长
7.8%，预计客流高峰将出现在 7 月
底至 8 月初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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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一：预售商品不能退换
预售成为许多电商引导消费、缓解系统压力
的促销手段。不过，部分“预售”商品却明确预售商
品不能退换、定金不退等。实际上，依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
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
起七日内退货，
且无须说明理由。
对此，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姚
建芳提醒，
为了避免后期网络维权带来的诸多不便
和周期长等问题，
在网上选购预售商品时，
最好点开
细则仔细阅读，
或提前咨询店家是否能退换商品。
如
果店家严格按照
“预售规定”
中的条款来执行，
慎重
考虑可能面临的后果，
然后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
千
万别只图一时便宜，
上了商家的
“套”
。

陷阱二：先涨价后降价 虚标原价
价格是电商促销期间刺激消费的重要因素，
但预售、定金、满减红包等促销手段也常常让消费
者
“算不清”。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
姚建芳提醒，在“618”电商大促期间，消费者需擦
亮眼睛，货比三家，对于心仪商品，关注平时销售
价格，与促销价格进行对比，是否存在真正的实
惠，以防落入商家的价格陷阱。对于商家先涨后降
等行为，积极向平台和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陷阱三：部分消费金融
高利息无提示 服务费没有发票
大促期间为刺激消费，不少平台还为鼓励消
费者使用消费金融付款，给出了更多的优惠。
对此，
专家提醒，
消费者需明白任何的
“赊账服
务”
都需还款，
并且不同平台的消费金融服务分期手续
费存在较大差异，
有些平台甚至没有明确标示具体还
款金额，
待还款时高额手续费让消费者诧然。
同时，
目
前多数平台的消费金融服务对于手续费部分并不提供
发票服务，
对于一些公司采购行为需要发票的用户需
谨慎使用。
此外，
开通并使用多个平台的消费金融服务
容易造成忘记还款，
影响个人信用的情况。

陷阱四：低价拼团或藏
“猫腻”
“618”期间，各类拼团也多了起来，拼团购
物因价格便宜、商品种类多等原因日益火爆，但
部分拼团平台也充斥着质量差、以次充好、服务
差的问题。由于一般购物金额不大，出现质量
差、服务差等问题，消费者往往不会积极维权。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
姚建芳提醒，
“618”期间参与拼团购物尤其小心几
类陷阱：一元拼大奖，实为抽奖的陷阱；低价拼团

实为获取用户隐私信息；虚假拼团链接。

陷阱五：
谨防打着
“消费返利”旗号的陷阱
除了红包、满减等促销手段，部分返利网站也
加入电商大促，一些网站更是打出“消费返利”
“购
物返本”
“消费也是赚钱”
等标语，
吸引消费者。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专家提醒，除一些
正规返利网站外，消费者要小心一些打着“购物返
本”
“ 消费也是赚钱”
“ 花多少，返多少”
“ 消费=存
钱、消费=养老”
“交押金买东西，45 天全返还”
“扶
贫济困、均富共生”等幌子的
“返利”骗局。

陷阱六：不是所有红包都能点
红包成为电商大促的标配，
“618”也不例外，
红包、代金券满天飞。然而，除电商平台外，一些不
法分子也打起了“红包”的主意，部分不法分子利
用微信、QQ 等社交工具，发布红包恶意链接，窃取
用户个人信息甚至偷走用户的账户资金。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师
姚建芳提醒广大用户，小心这几种红包诈骗：需要
个人信息的红包不要碰、分享链接可抢红包不要
信、与好友共抢的红包需谨慎、高额红包不可信、
拆红包要求输密码是诈骗。

陷阱七：快递诈骗防不胜防
狂欢过后，最开心的莫过于收快递，然而一些
不法分子也瞄准了消费者等待快递的焦急心理，
快递诈骗现象屡现。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统计，目
前快递诈骗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消费者需提高
警惕：
“快递员”谎称包裹遗失，要求加消费者微信
赔偿；货到付款诈骗；假冒客服诈骗；诱骗汇款诈
骗；谎称中奖诈骗。
以上几类快递诈骗形式较为常见，消费者需
小心，以防落入陷阱。此外，快递诈骗形式多样，但
只要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要求扫二维码、发
送验证码、不允许验货就要求付款的一律拒绝。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物
期间要理性消费，避免浪费，同时，注意商品保质
期，尤其是夏季购物，要小心商品变质，出现购物
纠纷，要及时维权。
“在各类名目繁多的节日促销期间，更应理性
消费。
”专家表示，消费者不要盲目消费，除非价
格非常诱人且自身确实需要，否则切莫轻易下手。
同时，专家提醒，如遇价格欺诈、消费陷阱、物
流发货、售后服务、退换货、退款等问题，要及时通
过各地工商局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
消保委(消费者协会)等第三方行业机构进行投诉，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燕赵都市）

食药监部门：慎食赤潮海区贝类
新华社福州 6 月 13 日电（记者 陈弘毅）福建省
食药监局日前发布消费警示称，福建近期发现两起
有毒赤潮，消费者应慎食赤潮海区的贝类等水产品。
通报称，据福建省赤潮灾害监视监测网报告，近
期福建连江和石狮海域发生赤潮。目前，福建连江后
湾至同心湾海域有毒米氏凯伦藻赤潮仍在持续，石
狮海域链状裸甲藻赤潮面积明显缩小。
为确保群众饮食安全，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提醒广大群众和各经营企业、餐饮单位、消费者

在购买贝类等水产品时，应选择去大型、正规的超市
或市场购买，尽量避免购买来自赤潮地区的贝类。消
费者在赤潮毒素暴发高峰期不要采捕、购买、食用野
生的贝类。如发现误食，
出现中毒症状，
请尽快就医。
另外，食药监部门提醒消费者，在烹饪贝类时，
一定要煮熟煮透，高温下会大大降低微生物污染所
造成的食源性风险；避免食用贝类周边内脏、生殖器
及卵子等发黑的部位；尽量减少食用频率，单次食用
量不宜太多。

雨水将歇
今日天气 气温回升
本报讯（记者 杨苗苗）
“雨”是
本周天气的关键字，市气象台首席
预报员郭立平介绍，
6 月 14 日，
我市
局部地区有阵雨，之后本轮降雨过
程会暂告一段落，15 日迎来多云转
晴的天气，
气温缓慢回升。
最近雷雨频现我市，
但多是蜻蜓
点水，来去匆匆，局部地区还会出现
短时大风、冰雹、强降水等
“急脾气”
天气，
给人造成
“最近雨水真多”
的感
觉。
受阴雨天气影响，
气温也被拉低，
市民在夏天里感受到了阵阵清凉。
6 月 14 日，多云间阴，局部地
区有阵雨，偏北风转偏南风 2 至 3
级，最低气温为 17℃左右，最高气
温为 31℃左右。
6 月 15 日，多云转晴，偏南风 2
至 3 级，最低气温为 19℃左右，最
高气温为 33℃左右。
遇到雷电天气，大家应该远离
树木、电线杆、烟囱，以及一切高耸
孤立的物体和建筑物；千万不要游
泳或进行其他水上运动，不宜在户
外球场上运动；不要在空旷的场地
上打伞，不要把羽毛球拍等扛在肩
上。雷电发生时，应该马上进入建筑
物内躲避，躲进汽车也可以。

“金融之歌”
唱响
金融宣传主旋律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双） 华灯
初上，夜色阑珊，6 月 8 日这个初
夏的晚上，邮储银行大厂支行领导
带队参加了当地人民银行举办的一
年一度的“大厂县金融之歌”活
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将整个广场
打造成一个歌声的天堂、欢笑的海
洋和金融宣传的主场。
为进一步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和
相关政策，加强金融史上安全，净
化金融环境，人民银行大厂支行在
全域范围内组织开展各银行类金融
机构进行“金融之歌”金融宣传系
列活动。各银行依托活动对本单位
现有业务进行了全面的宣传。
为确保演出和金融宣传效果，
本县享誉全国的大厂评剧歌舞团的
专业艺术创作团队，根据上级经济
金融政策和本县金融系统实际情
况，专门创作金融宣传作品。涉及
小品、快板、音乐、舞蹈、戏剧等
近 10 多个艺术门类。舞台上，演
员们将金融知识、政策、理财技
巧、抵制非法集资等内容，通过戏
曲、小品、歌舞、杂技等不同艺术
形式和不同的人物故事情节等进行
了全新的诠释和推介；舞台下，各
银行派出的宣传人员对百姓们提出
的金融知识疑点、难点问题给予温
情解答，百姓们在笑语欢声中把台
上人物故事和对应的金融政策、法
规、常识记在心间。
当天晚上，全县有近 2000 人
次现场观看演出，邮储银行大厂支
行散发金融知识和金融产品宣传资
料 1000 多份，3000 余人次收听收
看了专题报道。

启动
“千城万区”
公益行动

平安向贫困
地区输送图书
本报讯（通讯员 王竟涛）知道
很重要，越读越知道。6 月 10 日，中
国平安人寿董事长兼 CEO 丁当走
进武汉天地社区，
作为特邀代理人，
号召社会各界一起捐书撑少年，这
也标志着
“千城万区”公益行动暨平
安人寿第 23 届客服节全面启动。今
年，平安人寿将整合“幕天捐书”公
益项目与客服节的优质资源，号召
百万代理人走进社区，推广阅读，为
乡村少年募集千万册图书，以响应
国家精准扶贫号召，助推平安三村
建设工程的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