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对话警方及美容店老板、美容
师、发卡员，起底“免费洗脸”骗局。

据警方介绍，该美容店安排有4名发卡男子，主要在
春熙路地铁站一带拉客，拉到客人后便将客人带到位于
春禧公寓6楼的美容店，交由美容师进行洗脸。据一名发
卡员介绍，在拉客时会主要针对脸上皮肤不太好，有痘痘
的年轻女子，并以大学生创业为由与客人交流，然后说可
以体验免费洗脸，还有免费化妆品相送，“有些人缠着说
一段时间就会答应，有的不答应就算了。”

客人到店后便交由美容师接待。“把他们手上的卡
片收走，然后给发卡的人记账，会按照人头提成，然后安
排客人到房间内躺下洗脸。”美容师介绍，在洗脸过程中会
告诉客人公司在搞活动，免费检测皮肤还可以赠送洗面
奶。客人躺下后，美容师会与客人聊天拉家常，接着使用

“亮白霜”涂抹在客人面部，再用超声仪器在客人脸上进行
涂抹，3到5分钟，脸就会呈现灰黑色，“我就拿镜子给她看，
说里面有很多垃圾需要清洁，但需要收费398元。”

该美容师介绍，在接下来做清洁时，会往客人脸部抹
燃脂膏，几分钟后，皮肤就会感到刺痛。“过一分钟客人受
不了，就给客人推荐做理疗，一个面部修复价格是3980
元。”之后皮肤发红时，就做退红理疗，费用3980元。

“行业内都是这样的，面部刺痛都是涂了燃脂膏的。”
店老板曾某介绍，燃脂膏其实一般是不能涂在脸上的，

“那个东西一般都用来涂在身上某个需要减肥的地方，有
刺激性，涂在脸上会让人的脸部发热发红，之后拿镜子让
客人自己看，说需要做皮肤修复，是皮肤问题。”但在这个
过程中，他们都瞒着客人，告诉对方使用的是胶质油。

“所谓的毒素，就是因为涂了燃脂膏跟使用了他们的
仪器造成的，让受害者一步步进行消费。”办案民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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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接到报案，警方随即将两起
案件合并侦查，并在小屈报案当天对

“梵捷媞”美容店进行了突击调查。“小
袁报案后，我们已通过春熙路的街面
天网锁定了发卡的多名男子，又对美
容店进行了摸排，之后就分成两队进
行了调查和抓捕。”办案民警介绍，警
方在春熙路地铁口附近抓获多名发卡
男子，并将涉案的4人全部带回，同时
对美容店进行突击。

警方现场控制了多名美容师，并
查获了多套用于美容的化妆品和仪器，
且正好有发卡男子带着新的体验者前
来体验。在现场，摆放着多个小货架，盛
放着大量装有各类化妆品的塑料瓶。

“为何会出现皮肤刺痛发黑？”民警
询问现场店员。

“皮肤不好有痘痘，有皮肤炎，就会
刺痛，就是正常的清洁。”一名店员回答。

“为啥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说皮肤
发黑有刺痛，每个人都有皮肤炎？”民
警追问。“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点啊。”
店员搪塞道。

直到将所有店员带回派出所做正
式笔录时，店员们才说出真相，“因为
涂了燃脂膏”。而对于高价修复皮肤问
题，店员称其实根本用不着，只是自己
使用了一些“业内手段”而已。

警方认为，该美容店以“免费洗
脸”为名将受害者带到美容店，在洗脸
过程中使用非常手段造成受害者皮
肤出现发黑刺痛等症状，再以高价要
求受害者做进一步清洁修复，存在强
迫消费行为。最终，警方以涉嫌强迫
交易罪将发卡的4名男子以及美容
师、经理等4名女子，共计8人，全部刑
拘。目前，两名受害者的消费资金已
全部退还。

据美容店的一名股东所述，其公司仅去年12月份的
收入业绩就达到了21万余元。另据店员介绍，面部清洁的
价格分别为98元、298元、398元，但在实际过程中，则一般
收费500元。面部修复价格分别为980元、1980元、3980元，
当客人在具体修复时，则推荐最高价那一档，收费变成了
4000元，“说因为微信要扣手续费，所以多收点。”

“实际上他们使用的这些东西价格都非常低。”警方介绍，
按照店内美容师的操作方法，只需一点燃脂膏就可以让面部

产生刺痛发热的感觉，
其余使用的所谓化妆品
市场价格均很便宜。

在该美容店的构成
上，共有3名股东，各自
占30%左右的股份，一
人负责记账发工资，一
人还同时兼任美容师，
另外找了几名拉客的发
卡员。在具体薪资上，美
容师底薪为2500元加
10%的提成，发卡员的
提成则按客人消费的
40%提成，另一名经理
提成13%，剩下的则为
股东收益。

昨日下午，成都商
报记者在春禧公寓看
到，涉事美容店已关门，
同一楼层的另一家相似
美容店也关了门。在春
熙路广场附近，也未再
见到发卡人员。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图据警方

揭秘春熙路揭秘春熙路““免费洗脸免费洗脸””骗局骗局

不是你脸上有“毒素”
是他们洗脸有“毒术”

抹燃脂膏致客人面部烧痛，再索高价做清洁修复
涉强迫交易罪，当事美容店8人被刑拘

专人发卡 照人头提成

在客人脸上
抹燃脂膏引发烧痛

美容店一月收入21万

“面部修复”
喊价3980收4000

途经春熙路，你是否曾遭遇这样的情形：
多名男子手拿小卡片，“邀请”你做一次免费
的洗脸美容体验。若你真以为是免费洗脸，其
实已走进他们的圈套……在“免费洗脸”过程
中，你的面部会因为“有毒物质”太多而发黑，

甚至出现烧痛，而要想祛黑祛痛，则需出上千元甚至上万元购买他们的护
肤品进行清洁修复，若不愿意，还可能遭到“美容师”的威胁呵斥。近日，多
名体验者向警方报案，称遭到强迫消费和诈骗。其中，小袁和小屈就分别
消费了15000元和8000元。目前，警方已对涉事美容店“梵捷媞”进行了调
查，美容店8人被刑拘。

如果以“春熙路免费洗脸”为关键
词，在网上进行搜索，会出现不少网友
曝出的“洗脸”经历。一个相同的情况
是，在逛街时遭到多名男子拿着卡片
推销，“邀请”他们前往附近美容店做
免费洗脸体验。体验者洗脸后均会出
现面部发黑情况，被美容师称为“有毒
物质”，要想清除则需购买店内的化妆
品，如不愿买还可能遭到威胁。不少体
验者只得被迫出钱消费。

此前，在接到多名网友举报后，成
都商报记者曾进行了暗访体验。当日，
记者与另一名摄影记者来到春熙路地
铁口，一名男子上前将卡片塞给记者，
称其美容店就在附近，可以美容还能购
买化妆品，还可以体验“免费洗脸”，“如
果效果好再决定买不买”。半推半就间，
记者点头，决定前去一试。

随后，该男子将记者一行带到位于
附近一商业楼内的美容店，店内有多个
房间。一名美容师将记者带入其中一个
房间，随行摄影记者提出一起进入却被
拦在门外，称“如果要做就分开”。接着，
美容师让记者躺在床上，开始在记者右
脸上涂抹“洗脸化妆品”，边抹边称“你
皮肤好差哦，都黑了，全是毒素”。几分
钟后，美容师拿来镜子让记者自己查
看，记者发现确实出现不少黑点。

“这个必须要用我们的产品来清
洗，不然就掉不了。”美容师开始推销，
称最基本的就需500元。记者以没钱为
由表示拒绝。“你以为免费这么容易
哦，还要不要脸了。”听闻记者没有钱，
美容师瞬间变了语气，且不断说着带
有威胁的话语。最终，记者在表达了强
烈的拒绝情绪后，方才离开。

上月24日下午，24岁的小袁在春
熙路逛街途中被一名年轻男子拦住，
对方称自己是大学生创业，与几个朋
友在附近开了一个美容店，特邀她前
去体验，可以做一次免费洗脸。被小袁
拒绝后，男子一直不离开，小袁只得答
应了他。之后，小袁被另一名男子带到
地铁口对面的春禧公寓，来到6楼的“梵
捷媞”美容店。“进入美容店后，一个女
的（美容师）收走了卡片，说要先做一
个检测。”小袁说，“里面共有三四个房
间，我被带到了其中一个房间，美容师
往我脸上涂了东西后，用一个仪器在
脸上检测，几分钟后就喊我照镜子。”

小袁一看镜子，自己整个面部都
出现发黑的情况。美容师称是皮肤内
的毒素，需要做清洁，但需要500元。想
着钱不多，面部也确实发黑，小袁答应
继续做一个清洁。然而，在做完清洁

后，小袁的面部开始疼痛且发热发红，
这时美容师又称毒素太重，要继续做
修复，费用要3000元。小袁表示，钱不够
不想再做了。但美容师称，需要马上修
复，否则血液循环不畅会导致面部红
肿，“毒素太重不洗更严重”。

无奈，小袁只得再次做修复。然而，
美容师只做了一边脸，另一边要做的
话还需3000余元。就这样，小袁一步步
陷入陷阱，最终消费了1.5万元。走出美
容店后，小袁感到被骗，随即向春熙路
派出所报警，警方随即展开调查。

就在调查期间，17岁的小屈也来
到派出所报案。小屈反映的情况与小
袁几乎完全一样，且同在这家“梵捷
媞”美容店。小屈介绍，她1月8日在“梵
捷媞”进行了“免费洗脸”体验，最终在
店内消费了8000余元，由于面部疼痛
一直未消，第二天才来派出所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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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街遇“免费洗脸”骗局
记者暗访被威胁高价洗“毒素”

“毒素太重不洗更严重”
一人无奈消费1.5万 一人消费8000元

发卡员正带人来“体验”
涉嫌强迫交易罪 8人被刑拘

多名男子手拿小卡
片，在街头发卡，“邀”受
害者做免费洗脸美容体
验。若你信以为真，其实
已走进圈套

在“免费洗脸”过程
中，使用非常手段造成受
害者皮肤出现发黑刺痛
等症状，再以高价要求受
害者做进一步清洁修复

“所谓的毒素，就是因为
涂了燃脂膏跟使用了他们的
仪器造成的，让受害者一步
步进行消费。”民警介绍。

骗局
揭秘

昨日中午，路过成都机场高
速4公里处的市民发现一处景观：
高速公路两侧绿化带内升腾起雾
气。其实，这是成都推进大气污染
防治科技治霾的新动作——在高
速公路启动“超细清水雾系统”除
霾降尘设备试点项目（上图）。该
项目试点段位于机场高速公路平
直路段K4进出港方向绿化带中

央，设备启用后，可将行车道上的
汽车尾气、道路扬尘进行隔离，有
效阻断高速公路汽车尾气、道路
扬尘向更宽区域扩散，并形成负
氧离子聚集区，且不会影响车辆
安全通行。据悉，未来此系统有望
在其他高速路推广。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摄影记者 陶轲

成都治霾新动作：
高速公路安装除霾降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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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01版 范锐平指出，产
业功能区建设“机制是保障”，必
须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要适应新理念、新要求，用更
加完善、管用的政策机制激发市
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重点要建
立和完善以协同化为导向的工作
推进机制、以专业化为导向的管
理运营机制、以市场化为导向的
激励约束机制、以集群化为导向
的企业扶持机制和以差异化为导
向的考核评价机制，确保市委各
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罗强说，要做优产业存量、做
大产业增量，加大主体培育和项
目招引力度，加快补齐补强产业

链条，合力推进产业功能区建设。
要坚持差别竞争、错位发展，突
出特色和主攻方向，做好产业转
移合作，培育打造优势产业集
群。要坚持产城融合、协调发展，
统筹产业、服务、居住功能，实施
好公建配套三年攻坚战，增强
产业功能区承载能力。要坚持
精准服务、促进 发 展 ，强 化 产
业、人才等政策的针对性，提供
好服务保障，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和问题。

市领导胡元坤、吴凯、谢瑞
武、苟正礼、田蓉、敖锡贵、刘守
成、范毅、刘筱柳、戴晓雁、杨林
兴，市长助理韩春林出席。

上接01版 二要加快推进“三城一
园”建设，进一步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加快主导产业向重点功能区和
产业园区集聚。三要加快重大项
目、重点工程建设，抢抓优良气象
条件“窗口期”，合理安排施工时
序，统筹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项目建设。四要继续强化
招商引资，加快引进更多附加值
高、产出效益好、绿色低碳的高端
产业和产业高端项目，加强强链补
链招商。五要用足、用够、用好相关

政策，切实保障利益相关方合法权
益，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六要加强
要素保障，优先保障基础性项目和
重大产业项目，进一步优化水电气
讯等保障方案。七要加快完善工作
推进机制体制，落实好每月例会制
度，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以更
加有力有效的举措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

市领导谢瑞武、刘守成、范
毅，市长助理、市政府秘书长韩春
林参加会议。

紧接01版 习近平指出，要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所有
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
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
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
同心同德，听党指挥、为党尽责。

习近平强调，要锲而不舍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关注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
现，坚决防止回潮复燃。纠正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
责。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特权思
想、特权现象，保持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
子深入群众，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

习近平指出，要全面加强纪律
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

党。要加强纪律教育，使铁的纪律
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
觉遵循。要完善纪律规章，实现制
度与时俱进。各级党委（党组）就要
敢抓敢管、严格执纪，把全面从严
治党政治责任担负起来。

习近平强调，要深化标本兼
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
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
重点遏增量。“老虎”要露头就打，

“苍蝇”乱飞也要拍。要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厉整治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要
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
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要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
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要强
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
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
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加
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
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

“老虎”露头就打“苍蝇”乱飞要拍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上接01版 亚马逊中国去年在北
京发布的2017全民阅读报告分析
显示，81%的成都受访者每天阅
读至少半小时；其中每天阅读大
于一小时的成都受访者占比高达
40%，高于全国37%平均水平。在

“阅读电子化程度城市榜”中，成
都高居全国第二。

著名评论家李明泉表示：“成
都市民热爱读书，把读书当成一
种生活方式，各类型书店在这里
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体，显示出
成都人对提升自我强烈的渴求，
这种旺盛的文化需求，最终汇聚
成这座城市发展的澎湃动力。”

“成都市民对文化的高需求是
我们生存的基本。”言几又创始人
但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成都
市民文化生活的高要求是实体书
店在成都“逆袭”成功的原因。

文化供给侧改革：
营造全民阅读氛围扶持实体书店

为满足市民对实体书店的需
求，近年来，我市文化供给侧改革
的推进，为实体书店的回暖加了
一把火。2014年，我市在西部城市
中率先制定了实体书店扶持政
策，出台了《成都市实体书店扶持
奖励办法（试行）》。通过2015年、
2016年两年的试行，我市累计扶

持奖励实体书店41家次，扶持奖
励资金总额达1150万余元。从已
获得扶持的实体书店可以发现，
既有大型书店，也有小型书店；既
有综合性书店，也有定位于某一
领域的特色专业性书店。“目前，
我们正在制定新的扶持政策，新
政策即将出炉。”市文广新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市对实体书店的
扶持力度会越来越大。”

同时，我市也制定了《建设
“全民阅读典范城市”工作实施方
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成都市实体
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和《成都市
2017年“书香成都”全民阅读工作
实施方案》等配套文件，营造全民
阅读氛围，进一步激发市民的阅
读兴趣。

多个政策的相继下发，为实
体书店营造了一个积极的发展氛
围。即将在宽窄巷子开业的三联
韬奋书店成都公司是三联韬奋书
店在北京以外的首家全资子公
司，“吸引我们落户成都的原因，
除了成都浓厚的阅读氛围，还有
就是成都对实体书店的扶持政
策，前两者再加上成都文化产业
的聚集，一起组成了非常适合实
体书店发展的生态环境。”三联韬
奋书店成都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成都日报记者 李雪艳

市民强劲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供给侧改革
让成都实体书店逆势扩张一派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