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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不到半年，上海再现
宠物盲盒。9月21日，“百余宠物
盲盒被遗弃路边”登上微博热
搜。原来在前一天，路人在上海
街头发现了百余只宠物盲盒被
遗弃在路边，宠物被雨淋得奄
奄一息。上海领养之家接到求
助后赶到现场救助，除了死亡
及送医的宠物之外，目前健康
猫狗已全部被分流领养，警方
也已介入调查处理。

9月20日，上海嘉定区乐惠
路某小区门口发现大量活体宠
物盲盒，上海领养之家于21日
在微博发布消息称，救助下的
动物粗略统计包括71只猫和36
只狗，已经分流36只狗，健康猫
也已全部分流领养。

救助人员表示，警方将快
递员带走配合调查，同时配合
志愿者将宠物带到派出所车库
安置。同时，志愿者联系宠物医
生至派出所对奶猫奶狗进行检
疫。在警方确定了这批动物所
有人放弃所有权后，志愿者发
布了领养通告。

至于此次宠物盲盒的承运
方，据报道，救助者赵先生称，

“是因为宠物从全国各地派送
到上海的中通网点，但上海查
得很严，中通快递不敢派送，但
又无法处理就遗弃在路边。”

对此，9月21日下午，中通
快递回应称：针对社交媒体大
量传播中通网点涉嫌违规寄递
猫狗宠物的视频，经核实，中通

确认该视频所涉行为与中通网
点无关，相关中通网点已向属
地公安报警，并向警方提供了
所掌握的货主、承运方等线索。

至于具体货主、承运方信
息，中通并未向北京商报记者
给出具体信息。另有媒体报道，
现场所有盒子上的标签信息已
被撕下，运输公司不详。

不到半年时间，宠物盲盒买
卖引起的活体快递运输已经酿
成多次惨剧。今年5月，有志愿者
在四川中通快递一处网点拦截
了160多个“宠物盲盒”，里面的
宠物大多奄奄一息，有的甚至已
经死去。中通快递公开道歉，称
这批活体动物是电商客户线上
销售，上述网点违规揽收，并公
布了三项整改措施。5月8日，当
地邮政管理局官网发布行政处
罚公告，四川佳慧物流有限公司
因违规收寄不能确定安全性的
物品被处以罚款3万元，中竞物
流有限公司因未按规定实行统
一管理被处以罚款5万元。

仅几天后，5月11日，江苏苏
州的一个中通快递站内又出现
了活体猫狗快递。在现场的30个
快递内，21只猫狗已经死亡，现
场能够闻到浓郁的尸体臭味，此
外有7只宠物患有不同程度的疾
病。随后，常州市邮政管理局对
涉嫌收寄不能确定安全性物品
的无锡中通快递有限公司作出
罚款人民币3万元的行政处罚。

据北京商报微信公号

2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检
察力量”新闻发布会。会上，最
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厅长
苗生明在回答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关于如何规范认定正
当防卫类案件的提问时表示，
近年来，检察机关适用正当防
卫案件的比例大幅度提升，
2019年、2020年因正当防卫不捕
不诉共819人。下一步，检察机关
围绕进一步加强对正当防卫案
件的办案工作要强化证据指引，
及时全面做好防卫证据的收集、
固定、审查工作，查清前因后果，
厘清原委曲直，为案件的依法公
正处理奠定基础。检察机关要强
化担当，对依法属于正当防卫，
或者有防卫情节的案件要敢于
认定，既不回避案件中双方当事
人的矛盾，同时也要注意做好化
解矛盾的工作。

苗生明表示，正当防卫的
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实际
上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这方面的
需求更高了。2018年昆山“龙

哥”反杀案唤醒了刑法关于正
当防卫这样一个“沉睡的条款”
以后，近年来，检察机关又依法
办理了一批社会高度关注的正
当防卫案件。比如，赵宇见义勇
为案件、河北涞源反杀案、浙江
盛春平案等。对这些案件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弘扬社会
正气，“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
法治精神已经深入人心，更是
成为检察官办理这类案件必须
遵循的法治理念。

苗生明称，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案件中出现了关于正当防
卫的讨论，甚至有些争论。为了
及时回应实践中的一些不同认
识，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检察
机关会同最高法院、公安部采取
了一系列做法。2018年底，最高
检专门发布适用正当防卫第12
批指导性案例，2020年最高检又
会同最高法院、公安部发布关于
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
意见。同年，还专门发布了6起新
类型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吴阳 北京报道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预计产量超万吨

最高检答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检察机关对依法属于

正当防卫的案件要敢于认定

快递又现活体宠物盲盒
中通快递回应：已报警

2021阳澄湖大闸蟹开捕活动22日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
预计大闸蟹全年产量约10940吨，将在国庆节前后批量上市。

据悉，2021年气候条件较好，大闸蟹长势喜人。据苏州市
农业农村局预测，全年大闸蟹产量约10940吨，其中围网养殖
区面积1.6万亩，产量约1575吨；沿湖周边高标准池塘养殖面

积7.26万亩，产量约9365吨。
2021阳澄湖大闸蟹新版防伪锁扣同日揭晓。记者看

到，新版锁扣上印有醒目的“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图案和查询号码，以确保消费者购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
闸蟹。 据新华社

一只螃蟹也没卖
每张蟹券
净赚100元

“螃蟹券”的出现，按理说是有
利于商家和消费者的。然而，“螃蟹
券”如今被曝出的问题不在少数，
尤需消费者擦亮双眼。首先是“螃
蟹券”无法让消费者看到实物，只
能根据商家提供的有限信息加以
判断，这让消费者无法对商家未来
所售螃蟹实际情况加以把控。如果
有商家夸大其词，或因天气等各种
客观因素影响，后续交付螃蟹无法
达到预售宣传所称的质量、分量等
标准，无疑会让消费者花了冤枉
钱。这也是“螃蟹券”引发众多消费
者投诉的原因所在。

更严重的是，“螃蟹券”已演
变成一种投机游戏。商家印刷面
值500元的蟹券，以400元价格卖
给营销人员，营销人员以500元价
格对外出售，但以250元的价格往
回收，再以300元的价格卖给蟹券
商家。一只螃蟹没有，一张蟹券，
蟹券商家稳赚100元，营销人员也
能赚50元。在这一模式之下，螃蟹
并未卖出，蟹券商家和营销人员
却依靠高卖低收获取差价。

如此倒腾，无疑会使得市场
真实需求和销售数据失真。“螃蟹
券”处于空转及超发状态，螃蟹商
家如果按照“螃蟹券”销售额来预
判接下来的市场走势，势必会出
现严重误判，导致后续螃蟹扩大
养殖规模而难以实际售出，甚至
造成挤压乃至资金链断裂。

与此同时，“螃蟹券”还会引发
腐败等隐形风险。如果有人获得大
量“螃蟹券”，自身无法消化就会低
价转售。而能获得大量“螃蟹券”的
人群，往往是送礼方有求上门，如
掌握了一定市场乃至公共资源，能
够通过勾兑为送礼方带来更多利
益，这和前些年的高价白酒、高价
月饼礼品盛行如出一辙，其背后或
都指向违纪违法的利益交易。

针对“螃蟹券”扰乱市场正常
交易秩序、造成价格信号紊乱、还
容易带来隐形腐败等深层次问
题，更需要市场监管、纪检各职能
部门联手加以调查整治，规范乱
象，让“螃蟹券”回归正本清源、良
性发展之路，而不能坑了消费者
更毁了行业未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毕舸

9月22日，第十四届全运会
田径比赛继续在西安奥体中心
体育场进行。在晚上结束的女
子100米栏决赛中，福建选手林
雨薇以12秒88夺冠，四川选手
吴艳妮和江苏选手王逗分获银
牌和铜牌。

尽管没能拿到这枚心心念
念的金牌，但是在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吴
艳妮表示：“我觉得这次的名次
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
突破了自己心里的那个坎。只

要把比赛的过程和细节做好，
我就没有遗憾了，不后悔！”

本届全运会中，福建选手
林雨薇展现出了极佳的状态，
给上届全运会拿到铜牌的吴艳
妮也制造了很大的威胁。不过
谈及与其他选手之间的竞争是
否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压力
时，吴艳妮表示：“对我来说没
有什么影响，关键就是突破自
己。大赛之前本来就比较紧张，
这也很正常。”

近年来，吴艳妮拿到了多
哈亚锦赛第五、2020全国锦标
赛冠军、2021全国冠军赛暨东
京奥运会选拔赛冠军、2021全
国锦标赛冠军等荣誉。对于全
运会这枚女子100米栏的金牌，
吴艳妮非常乐观地向记者说
到：“这次（拿到）第二名没关
系，下一届全运会必须是我吴
艳妮的，冠军一定是我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李博 裴晗 西安报道

聚 焦 全 运 会

吴艳妮女子100米栏摘银：下届冠军一定是我的！

统治赛场！四川包揽男女400米冠军

21日，第十四届全运会田
径项目继续在西安奥体中心体
育场进行。在苏炳添为全国观
众带来了又一次破十秒的表现
之后，女子 400 米决赛和男子
400米决赛相继上演。最终，四
川选手杨会珍和杨磊包揽了这
两枚金牌！

女子 400 米决赛中，天津
全运会冠军、四川选手杨会珍
以51秒63成功卫冕，这一成绩
更是创造了她的个人最好成
绩。这场比赛杨会珍在最后50

米加速，逐步奠定了自己的领
先优势，第一个冲线之后杨会
珍因为拼尽全力，直到裁判前
来搀扶之后才走下赛场。她赛
后表示，“能够再次夺冠非常开
心，虽然训练非常苦，但站上最
高领奖台，我觉得一切都是值
得的。”

男子 400 米决赛中，杨磊
以45秒54夺冠，他的这一成绩
同样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李博 裴晗 西安报道

“秋风起，蟹脚痒”，又
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不论是
在城市道路边、公交站牌
上、还是在小区的停车库道
闸上和电梯厢壁上，随处可
见的大闸蟹广告频繁出现
在人们的视野里。打开手
机，各种各样大闸蟹的广告
更是扑面而来。

活蟹未动，纸蟹先行。
因为携带或送礼方便，螃蟹
随吃随兑，蟹券备受消费者
的青睐。可近几年，随着蟹
券的泛滥，兑换难、蟹券空
转的情况时有发生。蟹券被
业界戏称为“纸螃蟹”，经济
学家提醒，“纸螃蟹”本质上
是一种“商品证券化”的形
式，“礼券经济”表面繁荣，
但其中暗藏风险和伤害。

打开淘宝首页，以“大闸蟹礼券”为关键
词搜索，月销10000＋的店铺不在少数。有一
家某明星代言的店铺，店铺粉丝数在11.9万，
而销量前三的商品皆为不同规格的大闸蟹礼
券，月销量分别为20万＋、5万＋和1万＋。

蟹券除了在线上销售火热，几家阳澄湖
大闸蟹线下门店蟹券也都已在售。据媒体报
道，商家印刷面值500元的蟹券，以400元价格
卖给营销人员，营销人员以500元价格对外出
售，但以250元的价格往回收，再以300元的价
格卖给蟹券商家。一只螃蟹没有，一张蟹券，
蟹券商家稳赚100元，营销人员也能赚50元。

“要做蟹，先发券”，不少螃蟹生意成为了
“零成本”买卖。蟹企先卖蟹券，经销商先赊账
拿到蟹券，之后经销商在收到客户打款之后再
支付蟹款。同时，蟹企因为无法掌握蟹券真实
的销售数据，以及消费者拿到蟹券后可能出现
并不兑换的情况，蟹券超发也成了普遍现象。

此外，因为蟹券既没有市场指导价也没
有行业指导价，叠加送礼的需求，让面值高、

折扣低的销售模式成为行业惯例。据扬子晚
报此前报道，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螃蟹券属于预售券，需要消费者提
前购买，然后大闸蟹上市之后再提货。事实
上，这样的礼券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的商业逻
辑，本质上就是一种“商品证券化”的形式。

宋清辉向记者举例说：比如月饼厂商印
100元月饼券，65元卖给经销商，经销商80元
卖给消费者A，A将票送B，B以40元卖黄牛，厂
商最后以50元向黄牛收购。在这个过程中，没
人生产月饼，但是厂商赚15元，经销商赚15
元，A送人情，B赚40元，黄牛赚10元。这个过
程就是“月饼证券化”。宋清辉表示，这个逻辑
现在用在蟹券上也一样。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资产证券化，但最
关键的是有的商品证券化最终可能会导致一种
不良的结果。例如若商家不用饲养螃蟹，通过这
种商品证券化的金融手段就可以赚取大量资金，
或将使商家不再重视产品本身，而导致品质等堪
忧，最终吃亏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宋清辉说。

打开淘宝搜索“大闸蟹礼券”，页面上的图
片搭配着动辄几千的数字，如“1688、1888、
2188、2388”，而且每个组合都是8只装，会让不
少消费者误以为数字就是价格。然而，仔细观察
会发现，每个数字后面都有一个“型”字，一字之
差，意思大相径庭。实际上，1888型的蟹券打折、

优惠之后，180元就能到手，2188型的蟹券到手
价也只要258元，而且商家宣传团购更优惠。

记者随机咨询两家售卖蟹券的店铺客服，
得到的回复都是“数字代表的是卡券型号，不
同卡券型号对应不同规格的螃蟹。”也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型号都跟螃蟹的价格无关。

别让“螃蟹券”
坑了消费者
毁了行业

商家稳赚100元，营销人员赚50元

空转的蟹券空转的蟹券

蟹券套路多蟹券套路多
1888型≠1888元，蟹绳比筷子还粗

其实，蟹券的出现对于商家和消费者来说
本是个双赢的事情。一方面，对商家来说，可以
减轻其销售压力，增加可用资金。因为蟹券大多
属于预售，提前几个月就可以开始销售，比起9
月份上市之后再销售，销售压力能减少很多。另

一方面，对于消费者来说，实物变成礼券，增加
了便携性和流通性，方便了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在卡券有效期内随时可取。另外，发货及时，礼
券设计精致，也适合送礼。但是，近些年来随着
蟹券的盛行，其背后的套路也逐渐显现出来。

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大闸蟹企业
年度注册数量持续增长，现有超5300家大闸
蟹企业，其中仅江苏一省的大闸蟹企业就达
到了4078家，占到总数的76%。

今年，苏州市市场监管局就组织和倡
导作为会员单位的品牌商家，对自售出之
日起30日内、未激活提货的一次性兑付蟹
卡、蟹券，提供无理由退货承诺服务。这也
是国内大闸蟹行业首次将一次性兑付蟹券

（卡）纳入无理由退货，具有较强的示范引
领作用。

中消协也在“双节”前发文称，很多消费
者反映在购买螃蟹券后，或是面临“一券在
手，螃蟹难求”的供需不平衡局面，或是收到
的螃蟹缩水严重、缺斤短两。因此，建议消费
者擦亮双眼，尽量选择正规线下实体商家或
是信誉较高的电商购买大闸蟹。

综合扬子晚报、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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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以 为 好 友 收 到 蟹 卡 ，大 大 的 金 字
“1288”看得心花怒放，友谊的小船更加牢靠，
实际等待你好友的是：无尽的提货流程，永远
被约满的发货日期，以及天天装死的客服。时
间拖得越久，商家的成本就越低，如果能够拖
到你遗忘、放弃提货，那利润可就大了去了！

还有消费者投诉称，自己在2020年9月18日
买的蟹卡，当年说是约满了，三年内有效，今年
再约的时候，这个店已经不在了，人工客服也无
回应。“一些小品牌蟹券的商家可能今年做大闸
蟹生意，明年就改行了，这种消费陷阱实在让人
头疼。”杭州一位水产批发市场的总经理表示。

商家爱玩文字游戏商家爱玩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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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货后缩水严重收到货后缩水严重
近些年，消费者使用蟹券购买螃蟹后，

“母蟹变公蟹”、“四两变三两”的事情时有发
生。曾有消费者在网上发帖吐槽说：“2688型
蟹卡标明公蟹4.5两，母蟹3两，实际发货每只
2两都不到，你这是发蟹苗呢。至于客服，根本

就是骗人的摆设，从不回复。”
也有消费者吐槽，绑蟹的绳子比筷子还

粗，而且浸透了水。标注4两的螃蟹，绳子就有
1两重。有些消费者称：这是典型的卖绳子送
螃蟹行为。

发货一直拖发货一直拖 拖到你遗忘拖到你遗忘

监管部门：倡导将一次性兑付蟹券（卡）纳入无理由退货

吴艳妮 图据IC photo

某电商平台上热销的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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