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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人外地发展，现转让营业中饭店，位于运河区市公
安局附近临街门市，知名度好，客源稳定，生意兴隆。餐饮
首选，其他商业业态均可，价格面议。刘先生16231769999

饭店
转让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再度
来袭，最终成交价，也当仁不让
地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
点，10月下旬开始，各种优惠预
热活动开始密集上线。然而，不
少消费者在感慨，近年的促销
活动真是越来越复杂，不仅要
拼手速，更要拼数学拼眼力拼
历史。

那么，现实中都有哪些涉
及优惠促销的常见套路？消费
者又该如何明辨？为此，记者采
访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帮
大家用“法”把促销算明白。

规则不明多询问
留存证据不可少

“一提到免单，大家是不是
立刻就心动了，在各大购物节
中，经营者采用免单的方式时，
一般采取事先约定好免单规
则、事后公布中奖者名单的形
式，然而，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猫
腻，消费者就很难说了。”北京
互联网法院法官张连勇举例
称，在此前的一起案件中，消费
者小理看到某店铺举办促销活
动，称在活动当日的 0 点、10
点、22点三个时间节点的“整点
第一位”免单。

何为“整点第一位”？是第
一位下单还是付款？带着疑问
的小理向店铺客服咨询了这一
疑惑，客服回复称“以付款时间
为准”。

然而，等到店铺公布名单
时，小理发现自己并不在此名
单内，公示截图显示被免单人
是22点0分0秒下单，22点0分
03秒付款。明明自己付款更快，
为何却输了？小理没想到，客服
对此的解释是“以下单时间为
准来确定谁是整点第一位”，并
称整个过程都是交易平台网站
计算，店铺无法修改订单顺位
及时间，小理的订单排序为第3
位，不符合免单要求。

对于这样的情形，张连勇
称，店铺制定的免单规则是双
方购物合同的组成部分，当消
费者符合免单要求时，店铺必
须履行免除货款的合同义务。
本案中，限时免单活动公示并
未标识下单优先还是付款优
先，小理咨询店铺客服后，得知
以付款优先，客服的回复应当
视为店铺对消费者的答复。所
以，在小理付款在先的情况下，
店铺应当兑现免单承诺，否则
即构成违约，小理有权要求店
铺退还货款。”张连勇表示。

“小理为消费者维权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尤其是在
举证方面。我们在审理相当多
的网购纠纷案件中，都会碰到
消费者说‘当时的页面没留存’

‘聊天记录找不到了’‘我以为
是这个意思’等后悔莫及的情

形，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就很
难维权成功。”张连勇提醒，消
费者在对优惠规则有疑问的情
况下，应当与店铺进行及时沟
通，并注意留存订单快照与聊
天截图，以便后续维权。

福袋优惠应守信
虚标价格是欺诈

除了免单这一常见促销形
式，“福袋”也是近年来商家主
推的形式，因其充满神秘感往
往让消费者颇为心动。但是，有
的商家却假借“福袋”名义销售
低价商品，这种情况可能就会
构成价格欺诈。

在往年的“双十一”购物节
期间，小吉发现某线上服装店
推出了“超值幸运男装福袋（款
式随机）”产品，在福袋的销售
页面载明“福袋统一价格 949
元”“福袋货品均高于 2399元”
的字样，小吉看到后非常心动，
便下了单。收到货物后，小吉发
现福袋内是一款大衣，巧合的
是这件大衣小吉此前就关注
过，事实上这款大衣在没有使
用购物券和优惠券之前的售价
也只是799元。

对于这样的尴尬结果，小
吉认为所谓的“超值幸运福袋”
就是一场骗局。对此，北京互联
网法院法官刘更超称，法律禁
止价格欺诈行为，上述案件中，
服装店将同期商铺内售价 799
元的大衣在促销期间以 949元

“超值幸运福袋”的形式销售给
小吉，并且在销售页面标注“福
袋货品均高于2399元”，其行为
构成价格欺诈，小吉有权要求店
铺退货退款并支付惩罚性赔偿。

刘更超提醒，面对形式多
样的价格欺诈行为，消费者要
价比三家，参考用户评价，谨防
掉入价格陷阱，经营者则要诚
信标价，打着促销的幌子进行
价格欺诈，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秒杀价格是承诺
别拿限量当借口

要问促销活动中什么字眼

最抢眼？当属“秒杀”。然而，不
少消费者发现，自己最终支付
的钱款并非是促销页面上标注
的“秒杀价”，询问商家后得到
的答复大多是“名额有限”“宣
传页面标注错误”“未穷尽使用
优惠券”等各种借口。

消费者小黄就遇到这样的
糟心事，他在网上寻找显卡时，
看到一款产品页面上标注着

“到手价799元”，于是小黄下单
购买了该款显卡，但却实际支
付了 1249元，并且最后也没等
来部分退款或后续的返现。

为此，小黄找到商家，对
方称小黄下单的时候，参与促
销活动的限量商品已售完，所
以交易价格调回了原价 1249
元，只是没来得及撤回广告而
已。

对于这样的情形，刘更超
称，根据一般网络购物的交易
习惯，在商品详情页面显示的
1249元是商品价格，但宣传页
面上显示的“到手价 799元”促
销信息中包含了商品的规格、
型号、价格等具体信息，体现了
买家按活动规则抢购即可按照
799元价款成交的意思表示。所
以，对于小黄购买该款显卡的
价格出现了两种解释，一种解
释为交易价格 1249元；另一种
解释是虽然小黄支付了 1249
元，但可通过返利返现等形式
实现到手价799元。

“即将实施的民法典规定，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
议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相关条
款、性质、目的和诚信原则，确
定争议条款的含义；对格式条
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
照通常理解进行解释；对格式
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
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的解释。”刘更超说，现有证据
表明，上述争议是因店铺的过
失导致，考虑店铺作为格式条
款提供方，所以应对其作出不
利的解释认定，也就是说该款
显卡的实际成交价应为799元，
小黄可要求店铺退还多收货款
或退款退货。

据《法治日报》

“双十一”促销套路多

消费者如何用“法”算账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
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获悉，10 日 8 时 12 分，我国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

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深度
10909米。

马里亚纳海沟被称为“地
球第四极”，水压高、完全黑

暗、温度低，是地球上环境最
恶劣的区域之一，其最深处接
近 11000 米。今年 10 月 10 日，

“奋斗者”号与“探索一号”“探

索二号”母船一起，从海南三
亚启程开展万米级海试。10 月
27 日，“奋斗者”号在西太平洋
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潜突破 1

万米（达 10058 米），创造了中
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

下潜突破1万米 创载人深潜新纪录
“奋斗者”号“探底”马里亚纳海沟

公司效益非常好，老板却发
话“允许员工自愿降薪”，这还真
不是段子。近日一截图上的对话
引发网友热议，截图上一家公司
的老板说，“今年公司效益良好，
利润有较大增长。公司决定，允
许员工自愿申请每月降低待遇
的10%”。

据了解，该公司为“广州多
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群中发
言者正是其创始人徐波。该公司
有多名员工透露，“自愿降薪”为

公司的服从性和忠诚度测试，类
似测试在公司每年都会发生。

让员工选择“自愿降薪”是
否违反劳动法？天册（北京）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岩表示，从
截图对话看，有胁迫员工之意，
这种方式并不恰当。“自愿降
薪”相当于邀约，劳动者有权利
不接受这个邀约。如果因此受
到差别待遇，劳动者可以提出正
常诉求。

据《新晚报》

广州一公司出“怪招”

用自愿降薪测试员工忠诚度

17 岁的浙江女生李依庭近
日冲上了热搜，原因有两点：一是
和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面对面交
流，二是因研究如何让大闸蟹的
膏更厚获“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优秀小科学家”称号。

李依庭分享的课题是《中华
绒螯蟹精巢连接蛋白的基因克隆
与分析》，对中华绒螯蟹蛋白做出
了首次研究。李依庭说，无脊椎动
物和脊椎动物的连接蛋白进化上
具有同源性。“通俗地说，中华绒
螯蟹也就是我们吃的大闸蟹，大
家都喜欢吃公蟹的蟹膏，从生物
学角度看，我的研究通过连接蛋
白，可以育出产膏量最多的大闸
蟹，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据《都市快报》

研究咋让大闸蟹的膏更厚

17岁女生
获“顶尖小科学家”称号

近日凌晨，家住南宁的董先
生睡得正香，突然被左耳的一阵
痛痒给闹醒。他感觉有东西进了
耳朵，于是忍不住用手指抠，没
想到，竟然抠出了一条蟑螂腿，
吓得他赶紧到医院向医生求助。

据南宁市中医医院急诊科
黄医生介绍，好在蟑螂爬得不
深，他用钳子把蟑螂给夹了出
来。经过估测，爬进董先生耳朵里
的这只蟑螂有2厘米左右，大小
跟成年人的小指头差不多。黄医

生说，如果遭遇“虫子钻耳”，不能
简单的“一掏了之”，更不能用手
拍打耳朵，因为拍打这个动作会
挤压空气，让虫子越钻越深。

医生表示，可以利用昆虫的
向光性，用电筒照射外面，看它
能不能自己爬出来。如果取不出
来或者感觉还是往里钻的话，建
议可以用食用油比如花生油、麻
油滴到耳内。当然，最好的处理
办法是尽快到医院就诊，由医生
来处理。 据《新京报》

深夜耳朵痛痒难忍

竟是蟑螂爬了进去

李依庭李依庭

医生用钳子把蟑螂夹了出来医生用钳子把蟑螂夹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