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部手机同时中奖
产品配置低于相近价位产品

5部手机同时抽中2300元“优惠券”
扫地机器人大奖背后是何套路？

律师：销售商家或涉嫌消费欺诈

商家涉嫌虚假“有奖销售”
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货和赔偿

涉事电商未对抽奖活动进行回应
创维工作人员称“奖”涉产品未在官方渠道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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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西安高新医院、西安国际
医学中心医院停业整顿 3 个月的消息传
出后，两家医院的母公司——上市公司

“国际医学”应声跌停。据此前媒体报道，
西安一孕妇在西安高新医院门口因核酸
过期4小时无法进入医院，在医院门口等
待 2 小时后流产。另有一西安网友发文
称，其父亲突发心绞痛，高新国际医学中
心医院以中风险地区为由一直不接诊，其
父最终因耽误溶栓时间而去世。

同类事件发生在同一家上市公司的
医疗机构，舆论和市场的反应丝毫不令人
感到意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月4日，
国际医学官方账号曾发布题为《西安高新
医院定点收治病区及门急诊24小时不停
诊，全力保障患者看病无忧！》的文章，其
中介绍，国际医学旗下的西安高新医院、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均在风险人员省
级定点医院名单之中。有“定点医院”之
名，无及时救治之实，此可谓名不副实。

实际上，在西安市卫健委此次通告中，
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处理意见，同时还包括事
件定性。西安市卫健委认为，两家涉事医院
未能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到医
疗救治工作中，责任意识淡薄，未能履行救
死扶伤职责，未落实首诊负责和急危重症患
者抢救等医疗质量管理核心制度，导致延误
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

引起轩然大波之后，西安“孕妇流产”
事件被确认为责任事故，西安市卫健委主
任因此鞠躬致歉。接连发生的两起悲剧事
件，不仅使西安重新审视特殊患者的医疗
服务保障，而且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
多地以“绿色通道”确保危重病人能得到
及时救治，深圳市卫健委回复孕妇的一句

“电话发我”，更是一举冲上了热搜。不少
人因此而感叹，如果疫情防控措施能多一
些细致入微的关怀，发生在西安的两起悲
剧或许就可以避免。

越是在疫情严峻的背景之下，越需要
医疗机构肩负起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并
以此来推动防疫措施的进一步完善。

疫情阴霾仍未散去，“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不仅是疫情防控的基本原则，而且
应该贯穿于公共服务的每一个细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赵志疆

四川餐馆保住了自己的“青
花椒”招牌。1 月 13 日，四川省高
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成都温江五
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与上海万翠
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
纠纷一案。法院二审判决，五阿婆
青花椒鱼火锅店胜诉，撤销一审
法院判决，驳回上海万翠堂的全
部诉讼请求。

此前，上海的这家餐饮公司
取得“青花椒”的商标权，挟商标
权以令天下，四川多家餐馆因招
牌中出现“青花椒”而被其诉侵
权，要求赔偿 1 万左右的侵权损
失。川内很多餐馆都规模不大，并
且主打“青花椒鱼”多年，根本就
没有听说过上海这家餐饮企业，
也谈不上抄袭、山寨、傍名牌。他
们在接到法院传票的时候，一度
认为是遭遇了网络诈骗。但是，之
前多家餐馆还是败诉了。

地道的川菜“青花椒鱼”，著
名的川菜调味料“青花椒”不能写
在招牌上，这事透着荒谬。这起案
件和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潼关
肉夹馍案”“逍遥镇胡辣汤案”“库
尔勒香梨案”构成了中国知识产
权保护的 B 面：在知识产权保护

环境还有待提升的大背景之下，
个别商标权人却把维权念歪了
经，把商标保护盖歪了楼，不是为
了维护品牌声誉，而是压制市场
竞争、牟取不当利益。

虽然《商标法》确定的原则
是“商标注册优先”，谁先注册
了商标，法律就保护谁的商标，
但是商标不是无本之木，注册
商标不能侵害商标注册之前他
人的“在先权利”。商标的基本
功能就是标示商品和服务的来
源，这才是品牌赖以建立的基
础。因其标示商品来源的基本功
能，商标应该有其“显著性”，不
能混同于商品通用名称，更不能
霸占公用资源。

分清了公与私的边界，才能
更好地保护、发展品牌。像著名的

“大白兔奶糖”，“大白兔”才是标
示商品来源、需要受保护的商标，
如果“奶糖”被允许注册成商标，
那么其他企业一旦生产、销售奶
糖，都可能算是“侵犯商标权”。事
实上，个别“知识产权流氓”就一
直在动这样的歪脑筋，把商品的
通用名称注册成商标，四处碰瓷。

同理，青花椒是川菜中被广泛
使用的一种调味料，也是川菜里的
著名IP，但被一家公司注册为商标
之后，就可能造成对于川菜的这个
大IP的垄断，造成“走自己的路，让
别人无路可走”的严重后果。

尽管什么才算是“通用名称”
还有不少的争议空间，但正如相
关知识产权专家所指出的那样：

“一旦有经营者钻法律的空子，通
过商标注册方式拿到通用名称的

商标专用权，就会破坏通用名称
的公共属性。”

在“潼关肉夹馍”之类的商标
争议中，公众无一例外地都站在了
没有商标权的经营者一方，这不是
公众抵触知识产权保护，而是“潼
关肉夹馍”等地名商标，本应作为
地方性的公共资源，却被个别行业
协会当成了维护一己私利的工具。

“青花椒”商标滥诉案也是如此。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

“潼关肉夹馍”等滥用商标权行为
明确说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也
推翻了“青花椒”一审判决，希望司
法机关针对知识产权滥诉的新问
题，也及时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克鲜

相关报道见今日08版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不仅是疫情防控的基本原
则，而且应该贯穿于公共服
务的每一个细节。

希望司法机关针对知识产
权滥诉的新问题，也及时拿出
一揽子解决方案。

当进入网络经济时代，
直播带货盛行，化解经营风
险的契约意识仍然有助于
定分止争。

20万请大V带货卖了不到五百，
“法院判退服务费”作了良好示范

“青花椒鱼火锅”胜诉，
川菜公共资源不能被霸占

苏州某公司花20万元请“大
V”直播带货，并与其签订了直播
服务合同，结果仅成交 2 笔，销
售额不足 500 元，遂起诉“大 V”
账号所属的文化公司要求退款。
日前，苏州虎丘区法院通报了这
起直播服务合同纠纷的生效判
决：被告构成违约，退还服务费
199817.6元。

本案中的退款请求获得法院
支持，证明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也是合同经济。在直播带货盛行的
网络经济时代，化解经营风险的契
约意识仍然有助于定分止争。

设想，如果没有签订直播服
务合同，或者签订了但未明确约
定违约责任，同样遭遇这个销售
结果，同样是起诉到法院，售货公

司若不能证明“大V”严重消极怠
工，推广不力，很可能一分钱也要
不回去。

显然，直播带货的风险把
控主要在售货方。售货方要明
白，直播带货的“大 V”并非都
是李佳琦，“带货”效果如何取
决于很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
素，应如何把握和处理？以不变
应万变是个法则，就是通过合
同条款来细化彼此的担心和考
虑，把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本
案中双方当事人间的约定，就
是把一个可能的“射幸合同”变
成了普通代销服务合同，直播
方接受，售货方也规避了风险。

民法典第465条规定，“依法
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
等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
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
生效。这就是说，各方在协商合同
条款时，都可以把自己的担心和
顾虑体现在条文中。本案中约定
的违约责任条款，也可看成是售

货方把自己的担心变成了附条件
合同，即售货方担心直播带货有
可能效果不好，便提出“服务费按
实际完成的某某比率退还”。由于

“大V”实际完成比率并不好，条
件成就，就只能退款了。

合作伊始，什么条件都可以
谈。大家为了把生意做成，什么都
可以让步，最后相互妥协，达成都
接受的协议。一旦合同既成，甚至
在履行中才想到风险，再想调整
合同，就比登天还难了。期待本案
诉讼及其结果，能为直播带货各
方提供良好的示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刘昌松

“全职一年收入20万+，兼职
挂靠也有 10 万+，供不应求。”近
日，在部分短视频平台及朋友圈
中，健康管理师、一级消防工程和
碳排放管理师证书广告引发关
注。一名大四学生看到广告后，交
了考试培训班的“占位费”。好在
他留了个心眼，咨询了中国人事
考试中心，对方提醒他根本没有
这个证书，才避免被骗。

考证挂靠真的能“躺赢”吗？
市场上，存在不少考试培训机构，
打着“考证躺赢”的噱头招摇撞
骗。有媒体在某平台查询发现，涉
及碳排放管理师考证的投诉就有
63 个，涉及天津、北京、上海等城
市。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被骗，与社
会上考证挂靠然后躺赚的“江湖

传说”有关。现实中，“挂证”现象
也的确存在，并且一直以来都处
于市场监管的灰色地带。

虽是如此，但也不能忽视“挂
证”是无可置疑的违法行为。比如，被
公认为非常难考的注册建造师证，如
果按照正规挂靠规范，挂靠者本人需
是该企业的正式在职员工。如果仅仅
将证挂在企业，人却在其他单位上
班，这就是典型的违法行为。

实际上，政府层面一直对“挂
证”行为进行严厉惩处。2020 年 6
月，福建省住建厅通报了12人挂
证，全是二级建造师，其中8人系
公职人员。违规者被撤销二级建
造师注册许可，3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建造师注册，所持有的二级建
造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失效。

可见，挂证绝不是一条可以高
枕无忧的“躺赚”之路。对于那些打
着挂证“躺赚”噱头，声称“包过”“包
挂靠”的培训班，公众也需要提高警
惕，别轻易上了他们的“贼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和生

考“碳排放管理师”，年赚20万
哪来的智商税？

相关监管及执法部门，
对于这类打着“挂证”幌子的
骗子培训机构，还需要加强打
击强度，提升惩戒力度。

西安两医院被停业整顿的启示
“人民至上”应贯穿
公共服务的每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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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跨度
公铁平层斜拉桥！
宜宾临港长江大桥

预计上半年实现主桥合龙

四川同兴达律师事务所的杨
卫平律师认为，以上案例属于电
商公司利用网络平台以“中奖销
售”“抽奖销售”等方式销售以次
充好的商品，是欺诈消费者的行
为，是套路销售。表现为故意告知
消费者（买方）产品虚假情况，虚
报价格，故意隐瞒产品的真实情
况，以中奖、抽奖方式诱使消费者
（买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

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的张柄

尧律师介绍，《侵害消费者权益
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六）明
确：“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
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
全面、准确，不得有下列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以虚假
的‘有奖销售’‘还本销售’‘体
验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
务。”商家这一“有奖销售”模
式，“奖品”实际价值和其标价
不相匹配，已涉嫌虚假“有奖销

售”，构成消费欺诈。
张柄尧律师表示，消费者可

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
消费欺诈条款，要求商家退货退
款并请求惩罚性赔偿。同时，行政
机关也应积极作为，可以对相关
商家处以包括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罚款乃至停业整顿、吊销营业
执照等处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实习生 蒲婉莹

标价2680元的扫地机器人，“中奖”后优惠只要380元。近两年
来，不少网友见过这样的“抽奖活动”，也中过类似的“奖”。果真是中
奖了吗？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用5部不同的手机同时点击同一
“抽奖”链接进行抽奖，结果竟是出奇的一致：5部手机同时中
“奖”——380元就能买到标价2680元的扫地机器人。这款扫地机器
人是否价值2680元？成本是否超过380元？相关品牌工作人员在接
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应称，“用正常逻辑想，不会。”

律师指出，商家如果以“抽奖”为名实际进行促销活动，且销售
的是质次价高的产品，构成消费欺诈。

通过“抽奖活动”中留下的信
息，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找
到背后的企业。其中，“大牌福利
社”“大牌福利荟”“创维福利社”
为深圳麦多多电子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淘物有品”为深圳阳贝贝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记者拨打了上述两家公司的
客服电话，相关工作人员均未正
面回应记者提出的问题。麦多多
公司的工作人员称其公司与创维
有合作，并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

式。截至发稿时，两家公司的相关
负责人均未回应。

1月5日、6日，创维集团相关
工作人员林女士和孙女士回复了
记者的提问。

为什么不在官方渠道零售？
她 们 称 ，创 维 M713、创 维
M727plus均是该集团的产品，但
均未在官方渠道零售，这两款产
品均不对C端（个人用户）零售，
只批发给B端（企业或商家），“这
是我们的一个营销模式”。

与开展“抽奖活动”的公司有
合作吗？林女士表示，只有销售授
权，她无法定义什么是合作。对于

“抽奖产品”是否涉及套路、欺诈，
林女士和孙女士不予置评，表示

“确实有客户给我们反馈过这个
问题，我们也跟总部说明了这个
情况”。

对于“抽奖产品”到底价值多
少，其成本价是否超过380元？林
女士表示：“用正常逻辑想，不会
（超过380元）。”

1 月 12 日，随着重达 16000 吨的钢梁
到达设计位置，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川南
城际铁路临港长江大桥（也称宜宾临港长
江大桥）南岸主桥边跨钢梁顶推工作顺利
完成。

据中铁大桥局川南城际铁路临港长
江大桥项目部总工程师胡珊介绍，大桥南
岸地势起伏，桥面距离地面高度最高达60
米，边跨钢梁施工不具备直接运输起吊条
件。为保证工期，项目团队结合项目实际，
采用塔梁同步施工的通过预拼装、搭积木
的方式进行顶推作业。

大桥边跨钢梁顶推共 33 个节段，顶
推梁宽63.9m，梁长345.6米，最大重量1.6
万吨，使用 32 台 1000 吨智能化步履式顶
推设备，最大顶推跨径83米，是国内同类
型桥梁最大顶推跨径。

钢梁顶推施工过程中，面对超宽钢箱
梁多点式顶推过程线形控制、塔梁同步施
工交叉作业风险管控和复杂水文地质条
件等不利因素，项目技术团队依托集团公
司设计分公司，针对超宽钢梁架设和顶推
施工在架梁吊机选型、顶推支架布置、顶
推系统选用等进行深入研究和反复推演，
为每一吊制定了详细严谨的施工方案。

下一步，大桥将继续进行落梁、斜拉
索挂设张拉和中跨钢梁单悬臂架设施工，
预计上半年实现主桥合龙。

宜宾临港长江大桥是川南城际铁路
关键控制性工程，主桥为公铁两用双塔双
索面钢箱梁斜拉桥，桥梁全长1742.1米，
大桥主跨522米，主桥标准梁宽63.9米，是
国内最宽的公铁两用桥和世界跨度最大
的公铁平层斜拉桥。大桥肩负着国家铁
路、城际铁路、城市快速公路“三位一体”
过江功能。其建成后将促进川渝两地互联
互通，进一步推动川南城市群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效缓解宜宾市长江
南北两岸通行压力。

王云浩 代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相关
回应

律师
说法

网友“憨憨”在一短视频平
台分享了自己的“抽奖”经历。她
在使用某平台软件“抽奖”时，抽
中了“一等奖”，点进去看是一张
标价2300元的“优惠券”，标价
2680元的创维扫地机器人，只需
要380元就能买到。

她在淘宝、京东上搜索了同
款商品，发现确实标价2680元，

“还以为自己占了大便宜”，准备
下单，但又在网上搜索了相关细
节，发现很多人都中奖了，不少
网友表示收到产品后发现质量
并不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通过测试和收集网友的经历发
现，这类“抽奖活动”主要出现在
各大社交、支付、外卖、手游、问
卷平台中，也出现在一些商家的
网络推广活动中。

在微博、抖音、知乎等网络
平台，大量网友质疑此类“抽奖”
活动，称相关扫地机器人是“坑
货”“扫不干净”，或称相关“抽奖
活动”是“骗局”“套路”。

1月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用5部手机同时参与该

“抽奖活动”。“抽奖”结果显示，5

部手机全部“中奖”，奖品均是
“创维M727plus扫地机器人”，标
价2680元，优惠2300元后，只需
380元就能下单。

记者统计了相关“抽奖活
动”中扫地机器人的产品名称与
型号，主要有以下4款：创维
M713、创 维 M727plus、康 佳
KC-VS39、康 佳 KC-VS41。同
时，为比较相近价位的智能扫地
机的异同，记者选取了4款销量
较高的扫地机器人作为对比对
象，并从“官方旗舰店”查阅了详
尽的产品信息。

就导航方式而言，两款康佳
扫 地 机 器 人 均 无 信 息 ，创 维
M713 采 用 激 光 导 航 ，创 维
M727plus采用随机导航。科沃斯
地宝T9采用dToF导航，其他三
款产品均使用激光导航。

就清洁能力而言，对比的4
款产品都显示了最强吸力的数
据，而“抽奖活动”中的扫地机器
人此类信息为空白。在其他重要
参数方面，包括电池容量、续航
时间、控制方式等，“抽奖活动”
中的扫地机器人各项指标，均逊
色于对比的4款智能扫地机。

记者
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