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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关系顾客切身利益，明码
标价、公平交易是最基本的商业规
则，也是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定，简
单的一句“工作疏忽”，充当不了处
罚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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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价22元鸭血粉丝卖30元被罚14万
罚单晒出了市场诚信的分量

近日，天津的程女士通过中国邮政EMS向河南
商丘市宁陵县的周大福邮寄275.06克的黄金，总价
值11万元。不料快递到商丘中转站之后却不见了，
后来又显示已经收货。但程女士表示，他们并没有
接到货。中国邮政此前给出的回复是按照保价2万
进行赔偿，在舆论广泛关注之后，最新确认此次包
裹丢失是内部盗窃引起，被外包的员工盗窃。现在
丢失的275克黄金找回250多克，剩下的将进行赔
偿，相关人员也已经按照公司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但这一处理结果激起一些网友的不满，“这个
不要报警吗？”“犯法了，公司处理一下就完事？”

《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
盗窃高达11万的物品，已经属于“数额巨大”。这么
严重的违法行为，怎么能只按照公司“家规”处理？
当然，目前的信息没有交代警方有无介入，我们也
不能贸然定论此事就停留在“家规”层面。但不管
怎么说，盗窃人员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才是法治
社会的常态。

这条新闻后面的留言中，不乏一些人在表达对
EMS的不满，讲述他们以往丢件的经历。多数没有这
次失窃的黄金一样数额巨大，再加上追究起来时间、
精力成本太高，不少人可能就接受赔偿而不了了之。

这是快递领域的一大“痛点”，因为客户很难分
辨丢失物品具体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如果快递公司
不能明确是内部盗窃，那就只能当作“意外”，被动
接受快递公司给出的赔偿方案。如果客户为了省钱
或者怕麻烦，没有填写足额保价，那赔偿往往都不
足以弥补客户的全部损失。

正因为如此，快递公司更有责任做好内部流
程管控，避免类似丢件事故。客观而言，不管是哪
家快递企业，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物品，出现一定
的差错在所难免，问题就在于事后赔偿是否合理、
人为问题追责有没有到位、体系性的漏洞有没有
及时填补。

这一次的“EMS黄金失窃案”，我们希望能看到
透明公开的处置。除了依靠保价和“经验”，盗窃的
员工是如何“精准”选中这批黄金的？而公司对相关
人员处理的“家规”是什么，又会进行怎样的制度性
查漏补缺举措？对于快递业务，如果最起码的安全
感都不能保障，那今后客户还怎么敢选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敬一山

9月17日，郑州的李先生反
映，7月底他妹妹在郑州“超凡名
媛”做按摩后被告知，当天1个小
时消费了19.8万元。之前预存的
5万元不够，无奈之下又分3笔转
了14.5万元，这让她觉得被套路
了。记者来到店内，员工笑着称
没见过价目表，店长则始终未出
面解释，目前郑州市如意湖市场
监管局介入调查。

有人不理解，这么贵的项
目明摆着就是坑钱的，怎么会
有人问都不问就做了？营销者
往往是利用了心理学上的“门
槛效应”做局。心理学家实验发
现，先提一个小要求，只要对方
答应了，再逐渐提出更高的要
求，对方出于自我认知的协调，
会更容易被说服，只要跨过一
道小门槛，就容易突破心理防

线从而“登堂入室”。
这位消费者也许最开始会

比较谨慎，但当她决定成为会
员，预存了5万元以后，说明已经
放下了戒备。消费者按经验和预
期来判断价格，可店家却利用这
种信任玩起了花招，一是没有价
目表，定价随意，二是不事先说
明，暗中设绊，三是人群围攻，半
哄骗半强迫。消费者层层退让，
最后完全失去战斗力。

记者去采访时，店家既拿不
出价目表，也拿不出技师的相关
资质，甚至都没有服务消费记录，
这些行为既违反《价格法》，也违
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按法律
规定，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
的，除了要被没收违法所得，还要
并处罚款。《刑法》也有相关条款，
禁止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
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
务。如果情节严重的话，说不定要
被追究刑事责任。

美容院到底要承担什么责
任，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确认。
但天价消费问题并不少见，2020
年也是在郑州，杨先生被迫花了
11.98万元文眉。杨先生常去理

发的理发店店员说要回馈客户
请他吃饭，拉他上了车，却直奔
另一家店，给他做眉毛。做完一
看价格，杨先生吓呆了，共计
11.98万元，不给不让走。投诉
后，市场监管部门发现，该店既
没有价目表，还超范围经营，杨
先生的钱被全额退回。

天价消费事件大多都是同样
的套路、同样的违法。市场监管部
门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为什么
这类摆明了劫财的黑店却屡禁不
止？是违法成本太低给了他们嚣
张的底气？还是日常监管薄弱给
了他们钻空子的机会？又或是消
费者维权不易，让店家有恃无恐？

一家黑店伤害的不仅是一
个店的信誉，还会牵连一个行业
甚至一个城市的声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马青

一份鸭血粉丝汤，明面上标价
22元/份，实际却卖30元/份，就因
为这8元“差价”，南京市秦淮区一
家茶馆因价格欺诈被罚款14万元。

据披露，当事人称，因增加了

“鸭血粉丝汤”的配料分量，所以
调整了价格，但由于工作疏忽未
在价格公示中更改相关信息。南
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管局认为，该
饭店以较低的价格公示诱骗消费
者消费，最终以高价结算以谋利，
构成了价格欺诈，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规定，责令
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给予没收
违法所得29784元、罚款148920元
的行政处罚。

这个颇为严厉的处理结果，
恐怕不仅让店家感到“肉疼”，也
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的确，一份

“名实不符”的鸭血粉丝汤，不过
“赚”了8元，经查，当事人未按其

价格公示销售的“鸭血粉丝汤”也
才 卖 了 3723 份 ，涉 及 违 法 所 得
29784元，一下子罚了5倍，似乎有
违《行政处罚法》“过罚一致”原
则。在网上，“罚14万是否冤”的话
题也引发了广泛讨论。

其实，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处
理结果并无不妥。我国《价格法》对

“价格欺诈”行为素来严厉惩处，严禁
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
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
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明确一旦触
碰法律红线，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
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还可以“责
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再看这起行政
处罚案件，符合“价格欺诈”的要件，
理应给予行政处罚。

诚然，当事人称自己是“工作
疏忽”所以没有及时更改信息，问
题是，据披露后期已发现公示价格
错误，为何没有更改？价格关系顾
客切身利益，明码标价、公平交易
是最基本的商业规则，也是白纸黑
字的法律规定，简单的一句“工作
疏忽”，充当不了处罚的挡箭牌。

至于5倍的罚款，乍看上去很惊
人，却也没有逾越法律的框架。一份
鸭血粉丝汤明明标价22元，实际售
卖时却摇身一变为30元，“涨幅”达
36%。从小的方面看，店家侵害了消

费者权益，从大的方面看，既扰乱了
市场经济秩序，也损害了特定行业
品牌。

鸭血粉丝汤作为特色小吃，
俨然一张当地旅游的名片，相关
部门出重拳惩处，一定程度上也
释放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
秩序、维护品牌声誉的信号。

市场经济，诚信为本。作为商
家，想多赚钱无可厚非，但还得取
之有道、依法而行。一份鸭血粉丝
汤多收8元被罚14万，这张罚单晒
出了诚信的分量，也给诸多市场
经济主体敲响了警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柳宇霆（法律学者）

EMS内部盗窃
致客户11万元的黄金丢失，
不宜仅用“家规”处理了事

按摩1小时花198000元？
店家为何有恃无恐

是违法成本太低给
了他们嚣张的底气？还是
日常监管薄弱给了他们
钻空子的机会？又或是消
费者维权不易？

关爱老人，不妨从帮助
他们戒了“网瘾”开始。

帮扶“网瘾老人”，
没必要动辄呼唤APP“老年模式”

Z世代，又被称为网络世代，指1995~2009年间
出生的一代人。在职场中，Z世代究竟是否正在用创
造力编织未来？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Z世代职场现状与趋势调
研报告》，从Z世代职场现状、求职期待、职业新选择等
方面切入，呈现真实的“职场Z世代画像”，折射组织管
理的发展新趋势。

20.1%的“00后”从事互联网行业

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结构迭代，让互联网成为热
门行业，吸纳了更多年轻人。智联招聘调研显示，Z
世代中，有14.7%的“95后”和20.1%的“00后”从事
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比例明显高于“95前”
各 年 龄 层 中 从 事 互 联 网 行 业 的 比 例【“65 后 ”
（6.9%）、“75后”（8.6%）、“85后”（10.8%）】。

数据显示，27.6%的95后、30.8%的00后对于工
作的态度是“追求理想，期待在工作中完成自我实
现”。与Z世代相比，“75后”（35.5%）、“85后”（33.7%）
追求理想者占比更高。有2.2%的“95后”、3.4%的“00
后”“常态化摸鱼”，而“75后”和“85后”“常态化摸
鱼”的比例仅为1.7%和1.8%。从工作时长来看，工作
并不是Z世代生活的全部，只有约3成Z世代员工每
天工作超过9小时，占比低于“95前”群体【“65后”
（37.9%）、“75后”（42.9%）、“85后”（37.5%）】。

但分行业看，Z世代中，互联网人并不是长时间
工作的“过劳大户”。44.8%的加工/制造从业者，
44.1%的房地产/建筑业从业者每天工作9小时以
上，而Z世代中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的互联网、金融
从业者，分别占比27%和36.5%。

让职场人“痛并快乐着”的互联网行业，是Z世
代最期待从事的行业，24.8%的“95后”、31.1%的“00
后”希望加入这一行业。

值得一提的是，各行业职场人在面临跳槽时，
大部分Z世代仍想从事目前所在行业，其中，70.3%
的互联网人希望换工作不转行。

超7成Z世代正在从事或愿意尝试新兴职业

2020年7月，人社部将“直播销售员”纳入新工
种，带货主播正式成为一种职业。智联招聘数据显
示，超过7成的Z世代正在从事或愿意尝试电商主播
等新兴职业，比例明显高于“95前”群体：“65后”“75
后”“85后”的比例均不到70%，其中“75后”仅48.2%。

对于从事新兴职业的原因，约65%的Z世代认
为“收入更高、福利待遇更好”，在所有原因的选项
中占比最高。目前从事文化/传媒/娱乐/体育从业
者，愿意尝试新兴职业的比例更高，达到78.4%，而
能源矿产、加工制造等传统行业从业者，倾向于从
事新兴职业的比例较低，其中从事能源/矿产行业
的Z世代，愿意尝试新兴职业的比例仅为57.4%。

Z世代中不乏爱美食的吃货、喜爱记录生活的
文艺青年，分别有16.3%的95后和19%的“00后”想做
视频博主，比例高于其他职业选项。另外，有13.8%
的“95后”和12.6%的“00后”想做菜品体验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王培哲

宠物纪念品有多火？在某电
商平台，记者以“宠物纪念品”为
关键词搜索，共搜出超1.5万件
相关产品，搜索结果包含定制宠
物项链、吊坠、摆件、油画、羊毛
毡等。最贵的为钻石和晶石定制，
价格在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销
量最高的产品为一款宠物纪念
牌，成交量超12万件。

御姐屋毛毡手艺店店主康
琴从事这一行已有8年。“很多人
看到我们的店铺都会存在误解，
认为只有宠物走后才会来定制产
品，其实很多养宠人士已把宠物
看作家庭一员，这些立体相框只
是普通的家装饰品和定制纪念
品。”康琴来自四川宜宾，店铺的
主要业务就是用羊毛毡的形式，
来定制立体宠物相框。她认为这
是宠物经济延伸出来的细分行
业。“虽然是手工，但一开始，并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手工买单，
也很难变现。”真正让她切入“宠
物赛道”的，缘于有一天一位养

宠人士找上门来，告诉她自己的
宠物离世，希望定做一个羊毛毡
饰品作为纪念。从那以后至今，
康琴坚持做羊毛毡相框定制服
务已有8年。

康琴说，这一行业比较枯
燥，用时较长，一个产品从最开
始沟通到制作完成，最快也要三
四周时间。“这些因素，都不影响
它是一个存在巨大需求行业的
事实。”就她自己的店铺来说，

“最忙时单子排到了两三个月
后，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近日，有网友上传的一张截图
引发广泛热议，截图显示一位花甲老
太太，凌晨3点竟然排位用赵云拿了

“5杀”。如果真的是老太太凌晨上网
打游戏，确实有点脑洞大开。不过，
2021年的今天，这样的事未必就不
能照进现实。

比如，有媒体报道这样的故事：凌
晨1点，卧房门下透出微弱的光，孙一
然知道自己62岁的母亲王桂芬又躲在
被窝里刷短视频。广场舞也不跳了，商
业街也不逛了，一没事就拿起手机，本
来眼睛就不好，玩手机还不开灯。

“网瘾老人”，真不是传说。《2020
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统计数据显
示，60岁以上的老年用户日均使用
时长达64.8分钟，甚至有0.19%的老
人日均在线超过10小时。随着互联
网的“适老化”改造，网络平台的投其
所好、日常生活挤压娱乐时间、社交
趋于网络化——越来越多老年人会
熟练使用智能设备，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让部分老人沉迷其中。

网络沉迷这件事，当然不是孩

子的专利。老年用户变多了、上网容易
了，“网瘾老人”也就应运而生了。

网络沉迷，不是单靠自律能解决
的事。这个时候，我们固然要为老人
上网提供硬件基建的便利、为“适老”
软件提供开发应用的场景，但与此同
时，恐怕也要像严防无良保健品一
样，严防死守各种大忽悠式的商家转
战APP战场，专门盯着“老年流量”
来变现。有子女抱怨说，“我把趣头
条、拼多多、抖音全都卸载了，她（母
亲）自己偷跑到营业厅找人帮着下载
回来。”

于是，有声音开始呼唤APP的
“老年模式”。

真正要问诊“网瘾老人”，功夫
不能只是盯着网络治理层面。很显然
的一个道理，对于更多老年人来说，如
果家庭生活“有事可干”“有情可依”，怎
么会沉溺在虚拟世界而流连忘返？对
于社会来说，让老人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刚刚用熟了的手机，也不是丢不下
来的；对于家庭来说，让老人老有所
爱、老有所依，天伦之乐的魅力或远远
大于游戏刷剧。关爱老人，不妨从帮助
他们戒了“网瘾”开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宠物纪念经济的两重天宠物纪念经济的两重天：：
定制纪念品网上迎风口
殡葬服务线下遇寒流

8月12日，成都刘女士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那一天，是她养的宠物狗离世第五天。她在电商平台定做了一只木制品项链，
里面放着宠物的毛发。“想它的时候摸摸项链，就像它还在身边。”这只木头设计纪念品价格并不便宜，“一只售价400余元”。

近两年，火热的宠物服务消费催生了宠物纪念品设计定制，以及宠物告别等细分市场领域。《2020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消费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城镇犬猫数量超过1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2065亿元。同时，中国城镇人均单只宠物年消费金
额达到5172元。

在宠物纪念经济领域，并非都是一片蓝海。连日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对话多位业内人士发现，线上宠物纪念品定制行业较
火，而线下送别服务领域，目前市场渗透率却较低。同时，该领域大多以个体户的形式存在，包括波奇网在内的行业龙头均未涉足此领域。
“行业仍待规范”，是业界共识。

智联发布“Z世代”职场报告：
三成95后每天工作超9小时
带货主播正式成为新兴职业“国内宠物行业

尚处于
发展初期”
记者观察到，入局宠

物纪念经济赛道的商家
虽多，但大多以个体户为
主。记者致电包括电商平
台波奇网和线下平台龟
与熊猫在内的多个行业
头部企业，其均表示，未
提供宠物纪念品设计定
制或告别服务。

“目前国内养宠保有
量约10%，与一些发达国
家 60%~70%左右的养宠
保有量相比，还有很大
差距。”四川省宠物协会
秘书长张勇兵认为，中
国人口基数大，加上消
费水平提升，未来10年，
宠物行业或将持续保持
高速增长。

“目前，国内宠物行
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虽已
基本形成规范，但还有很
多领域尚待探索。”他以宠
物殡葬行业为例，表示按
照相关政策，死亡宠物必
须要无害化处理，可以委
托无害化处理场进行处
理，不得擅自掩埋或者
随意抛弃宠物尸体。但
因种种原因，目前尚缺
乏相关法律法规支持，
比如目前国内没有专门
的宠物墓地。

“培养养宠人意识同
样重要。”他表示，尽管成
都目前已经拥有 4 家合
法合规的无害化处理中
心，专门为养宠人士提供
宠物无害化处理服务，

“但并非每家的生意都很
火爆。”

从线上纪念品行业
来看，他认为虽谈不上火
爆，但是一个行业发展趋
势。“整体来看，宠物纪念
经济虽然存在一些争议，
但探索仍在进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受访者供图

作为宠物纪念经济的另一
翼，相比之下，线下的宠物送别服
务则有些冷清。

回星物语创始人钟超翔和妻
子玥儿就从事这一行。2019年，两
人在成都新都区将一个农家猪圈
改造成宠物送别服务场地，为失
去宠物的人提供宠物送别服务。

钟超翔说，刚开始运营时，成
都从事宠物殡葬服务的企业不超
过5家。但现在，据不完全统计，这
个数字变成了约20家，“似乎大家
都认为这是一个行业风口。”

他认为，宠物殡葬服务属于线
下服务行业，且具备前置条件——
即宠物死亡。一个城市宠物保有量
是有限的，线下服务覆盖的地域范
围也很有限。地域瓶颈、数量瓶颈，
再加上并非刚需，因此单靠线下送
别服务，商家“难以为继”。

“养宠人消费观念变化，价格
竞争加上服务竞争，慢慢就会进
入市场淘汰机制，市场也会变得
很残酷。”这两年，他看到不断有
商家倒闭，但还是不断有人入局。

关于宠物殡葬服务，另一位业
内人士认为，目前国内宠物殡葬业
已形成了一套服务流程，但限制宠
物送别行业发展的，是宠物火化和
宠物墓地尚缺乏相关支持。另一方
面，由于宠物殡葬服务通常涉及民
政、环保、农林等多个部门，所以归
类难度较大，目前尚没有一个部门
可以主管该业务，也正因为缺乏统
一管理和规范，各机构定价相差较
大，宠物殡葬师的服务水平、从业
水平也参差不齐。

宠物殡葬
遇冷

“价格竞争加上服务竞
争，市场会变得很残酷”

宠物定制纪念品
走红

“行业供不应求，最忙
时单子排到了两三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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