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个黄瓜，做个凉
皮”，在日常生活中，拍蒜
拍黄瓜是菜刀的基本用
途，然而，作为百年老字号
的张小泉却造了一把不能
拍蒜的菜刀，从而引发众
多网友议论。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
果仅从专刀专用角度来看，
主打锋利特色的张小泉菜
刀不能拍蒜没有什么错。但
它忽略了一点——中国消
费者的使用习惯，而这对于
张小泉以及消费者来说都
不算是一件小事。

张小泉相关负责人曾
解释称，刀具作为专业的厨
房用具，主要的产品功能是
食材的切割。相对来说，锋利
度和耐用度越好的刀具，刀
体的钢材和加工工艺会使得
产品本身更凸显钢材的硬
度，而不能很好地兼顾韧性
这一指标。基于中国消费者
的使用习惯，使用菜刀刀体
拍蒜的过程中，因为发力过
大、拍击物本身硬度不同、刀
体受力不均匀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导致硬度较高的刀不
能随形变彻底释放压强，刀
体就有崩断的可能性。

但上海九德定位咨询
公司创始人徐雄俊表示，
在中国消费者的使用场景
中，拍、切、割、剁等是菜刀
的常用功能，基于这样的
使用习惯，不管品牌方采
用何种的高科技技术，都
应该围绕消费者痛点及需
求做产品，而不是一味强
调专业性、科技性。张小泉
是一个百年老字号的刀剪
品牌，更应该熟悉中国消
费者的使用习惯，推出适
用的产品。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江瀚也表示，在国际上更多
的发达国家，刀具主要用于
切割，确实存在专刀专用的
情况，也存在部分刀具不能
拍蒜或者拍蒜断裂的情况。
但张小泉作为国有老字号，
更应该明白中国独特的饮
食习惯和用刀习惯。

对此，张小泉相关负
责人坦言：“其实张小泉相
比竞品对于中国厨房烹饪
的习惯了解和研究得更为
深刻，公司在钢材选型和
后处理加工方面，已经尽
可能地去兼容多样化的烹
饪习惯，但离尽善尽美还
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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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拍蒜的
张小泉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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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高级菜刀为什么不能横
拍食物呢？7月13日，重庆某钢铁
公司质检中心技师郑师傅表示：

“硬度较高材质的刀具比较脆，横
拍时刀具不能变形就会发生断
裂。厂家为了保证刀具的锋利度，
要使淬火钢的硬度达到一定要
求，刀刃硬度越高越锋利。刀具横
拍断裂，是因为刀面受力后，受力
面积大幅度变大，刀面承受的压
强变大，硬度较高的刀具无法跟
随变形，于是发生断裂。”

那么菜刀该如何选择？郑师
傅表示：“买刀要看标号，那种特
别贵的刀具，钢材很硬。硬度越

高，开刃之后的保持度越好，锋利
度越高，切东西很快很顺手。但这
种刀具脆，磕磕碰碰或者拍拍打
打就容易断。家庭使用的话，如果
不具备保养刀具的知识，最好别
买高标号的刀具。”

7月14日，记者致电张小泉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其工作
人员澄清，报道中提到的菜刀并
非消费者“新买的”，而是在2020
年9月购买的。虽然已超过3个月
售后期限，但为向消费者表达歉
意，“已安排无条件退款”。

综合上游新闻、澎湃新闻、北
京商报、极目新闻等

菜刀不能拍蒜菜刀不能拍蒜、、拍黄瓜拍黄瓜？？

张小泉菜刀拍蒜断裂引热议
公司已安排无条件退款 客服：不建议横拍食物

广州市民王女士用刚买不久的张小泉菜刀拍蒜，菜刀居然断
了。她带着疑惑去询问张小泉菜刀售后客服，得到的答复是“菜刀不能
拍蒜”。王女士将经历发到网上后引发网友热议。

7月12日，上游新闻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向张小泉售后求证，客服
告诉记者：“消费者力度掌握不好是会断的，所以我们刀具不建议横拍
食物。如要拍蒜建议轻压。”重庆某钢铁公司质检中心技师郑师傅表示：
“硬度较高材质的刀具比较脆，横拍时刀具不能变形就会发生断裂。”

王某在劳务市场求职时，一
男子主动搭讪他，询问其是否愿
意接手一份“轻巧又挣钱”的工
作。不久后，王某及其3个老乡便
被抓……据法院查明，王某等4
男子为网络违法犯罪提供支付
结算帮助，涉案2100余万元。

7月14日，北京市第四中级
法院通报了这起涉帮助电信诈
骗支付结算案件。法院解释，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
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仍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
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
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
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
为，俗称“帮信罪”。帮信行为时
常作为电信诈骗活动的下游犯
罪，被予以一并严厉打击。

一份“轻巧又挣钱”的活
4男子因“帮信罪”被抓

法院通报的案情显示，2021
年6月，公安机关根据电信诈骗
受害群众提供的银行卡号，抓获

通过出售个人银行卡为诈骗活
动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李某（另
案处理），李某向警方供述了具
体操作其银行卡的王某4人犯罪
团伙和活动地点。几天后，民警
在河北某地一小区将王某等4名
被告人抓获，4人对使用他人银
行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事实供认不讳。

王某到案后供述，其在劳务
市场求职时，一男子主动搭讪王
某询问其是否愿意接手一份“轻
巧又挣钱”的工作。王某应允后，
按男子指示添加了一网名为“太
难了”的人的微信，并拉拢同乡
申某、王某某、黄某，一起按“太
难了”的远程指令，在租住地接
待不同售卡人送来的银行卡、U
盾，配合售卡人完成人脸识别、
转账支付后再送其离开，其他操
作则均由电脑远程控制完成。

期间，“太难了”按日转账支
付王某500元至800元，支付其他
三人日薪300元，4名被告人按其
指示频繁更换租住地。王某称，后

来已经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违法活
动，但是“想着再干几天就不干
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了”。

帮助支付结算两千多万
4人均获1年左右刑期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5
月至6月间，被告人王某、黄某、
王某某、申某4人为谋取经济利
益，在明知上游系网络违法犯罪
的情况下，使用11名卡主的20张
银行卡及相应U盾和卡主手机，
为上游网络违法犯罪提供支付
结算帮助。

在全部涉案金额中，王某共
计参与支付结算2015.2万余元，
黄某共计参与支付结算1928.1万
余元，王某某共计参与支付结算
1928.1万余元，申某共计参与支
付结算1360.9万余元，4人合计帮
助支付结算2143.6万余元。

此外，4名被告人在实际犯
罪过程中互有分工合作，且均直
接听从上游网络违法犯罪分子
指挥进行接人、转账活动。其中，

王某非法获利1万元，黄某非法
获利2700元，王某某非法获利
2700元，申某非法获利2500元。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4名被
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王某获刑一年三个月，并处
罚金一万元；黄某获刑一年二个
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王某某获
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
元；申某获刑一年，并处罚金一
万元。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二审
裁定维持上述判决结果。

报酬丰厚、频繁换地
遇上这类工作要警惕

办案法官解释，在网络犯罪
链条化的背景下，上游犯罪和下
游犯罪之间呈现产业化的结构
关联。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不断
蔓延，网络支付结算服务作为电
信诈骗犯罪的帮助行为，则是电
信诈骗犯罪得以既遂的关键，因
此我国《刑法》专门设立了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打击上
述诈骗行为。

本案的上游犯罪即电信诈
骗犯罪，诈骗分子假借中国银监
会、京东金融、支付宝花呗之名，
或谎称做任务有提成、兼职需保
证金、网贷信息有误等骗取被害
群众信任，使多名受害人遭受经
济损失，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
万元。电信诈骗犯为了掩人耳目
结算赃款，往往通过租售多张银
行卡的方式层层转账，并雇佣像
本案被告人一样手头缺钱的求
职人员专门从事转账支付活动。

法官提示，“轻巧又挣钱”的
工作机会往往伴随高度的法律
风险和代价，当业务单一且涉及
资金频繁往来、工作地点封闭且
频繁更换、工作内容神秘且报酬
丰厚、工作联系人拒绝见面或人
在境外时，你很有可能已经不慎
成为了犯罪分子的“帮凶”，此时
要及时醒悟，避免因利益诱惑而
麻痹大意、心存侥幸，在帮助犯
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高鑫 北京报道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14日举行的上半年经
济形势媒体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
司长袁达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经济运行在3月下旬
到5月中旬出现波动。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有力有效推进，重点区域
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稳经济政策效应逐步
释放，6月份经济实现较快企稳回升。

从产业运行看，夏粮再获丰收，工业、服务
业明显好转。夏粮总产量2948亿斤，增产29亿
斤。工业运行在经历4月份的短暂下降后，5月
份重回正增长，6月份生产继续加快，全国统调
发电量同比增长4%，明显快于5月份；6月份制
造业PMI为50.2%，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服
务业经营好转，6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3%，比上月回升7.2个百分点，服务业业务活
动预期指数上升5.8个百分点至61%。

从市场需求看，投资、出口带动作用明显，
居民消费持续回升。从投资先行指标看，前5个
月新开工项目数同比增长26.1%，新开工项目
计划总投资增长23.3%。近期又新增政策性银
行信贷额度8000亿元，创设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3000亿元，项目建设保障力度加大，投
资关键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外贸增速有所加
快，6月份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出口、进口
分别同比增长14.3%、22%、4.8%，增速比上月分
别加快4.7个、6.7个、2个百分点。随着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居民消费稳步恢复，端午节期间市
场消费明显回暖，网络零售较快增长，6月份全
国电影票房环比大幅增长1.7倍。 据新华社

记者从黑龙江五大连池市东风村山洪灾害
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7月14日，救援队新发现2
名遇难村民。截至目前，灾害已累计造成3人死
亡，仍有5人失联。此前已有1名遇险人员脱困。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14日上午5时15分，救
援人员在嫩江农场四分场下游10公里处江岔
打捞发现1名遇难村民；上午8时30分，在嫩江
市白云乡与东风村交界处下游2.5公里处发现
1名遇难村民。

下一步，救援力量将继续从东风村沿科洛
河向下搜救，同时从下游向上游搜救。与此同
时，对过水区域再次进行地毯式搜救。灾后重
建工作正在进行中，救援人员对过水区域群众
住宅进行清淤，对道路进行清淤冲洗，对过水
区域和周边进行全方位消毒。 据新华社

记者7月13日从安徽省宿州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应急指挥部获悉，宿州泗县第十五轮全
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核酸检测筛查中社
会面阳性感染者连续六天为0例。

经研究当地于7月14日零时解除静态管
理，分类实施社区防控。

截至7月12日17时，泗县本轮疫情医学观
察期满累计解除11127人，当日解除隔离4720
人。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及陪护人员累计治愈
出院（出舱）504人，均按规定落实闭环转运、健
康监测等防控措施。

当地提出，将进一步优化解除隔离人员转
运流程，进一步规范解除隔离和出院（出舱）人
员的管理服务工作，确保隔离期满人员按时解
除、快速转运、安全到家、落实居家健康监测。
坚持细快严实，规范有序地做好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 据新华社

安徽泗县于14日零时
解除静态管理

黑龙江五大连池山洪灾害
已致3人死亡 仍有5人失联

一份“轻巧又挣钱”的活？
4男子帮助电信诈骗支付结算2100多万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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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了个蒜菜刀就断了
“我做菜时拍个蒜，菜刀就断

了。联系了售后，得到的回复是‘菜
刀不能拍蒜’，让人吃惊。”7月12日，
王女士告诉记者。上游新闻记者从
王女士展示的图片看到，这把断开
的菜刀的刀背上刻着“张小泉，斩切
刀，50Cr15Mov”。在电商自营店挂
牌价99元/把。在另一张售后沟通截
图里，王女士向客服投诉说：“这个
刀好离谱，我拍蒜子，它就断裂，没
见过这么脆弱的刀，刀还能拍蒜

吗？”而客服直接回应：“不能。”
王女士将自己的经历发上网

后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感到很
疑惑，“看中国美食纪录片，所有
厨师都是一把菜刀搞掂所有步
骤，不能拍蒜的菜刀不能容忍。”
也有网友质疑菜刀材质：“自己使
用的张小泉刀拍蒜没问题，是不
是这把有瑕疵，出炉硬度不达
标。”更有网友调侃“蒜你狠”“不
能拍蒜的刀，是装蒜的刀”。

7月13日，上游新闻记者以消
费者身份通过第三方平台联系上
张小泉自营店的客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我们的刀具都不建议
横拍食物，力度掌握不好的话容
易断柄。如要拍蒜，建议用刀面轻
压（大 蒜）。”至 于 刀 面 上 的

“50Cr15Mov”字 样 ，客 服 表 示 ：
“这是马氏体不锈钢的材质标号，
50Cr15意味着硬度是HRC56-58
度。相比30Cr13不锈钢、40Cr13不
锈钢来说，30、40、50数字越大材

质越好，硬度也越高。”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张小

泉客服发布的刀具使用前、使用
中、使用后的提示中，没有看到“不
建议刀具横拍食物”的消费提醒。
就此，客服表示：“刀是用来切的，
横拍食物断柄，不予退换。”接着，
上游新闻记者对“断柄”说法提出
质疑，“是从刀背、刀面、刀刃齐刷
刷断开，并非刀柄断裂。”上述客服
承认，这是刀面断，虽然购买已经
超过90天时间，但可以申请换货。

记者注意到，拍蒜断刀的并
非只有王女士一人。在社交平台
上，有大量网友发布了自己拍
蒜、拍黄瓜后菜刀断裂的文章。
其中一网友称，自己今年已拍断
了两把菜刀，一次是拍蒜，一次
是拍黄瓜。

大量网友拍蒜、拍黄瓜将菜
刀弄断，是不是菜刀真没有这个
功能呢？记者就此联系了多家网
上销量较高的菜刀商家。十八子
作官方旗舰店客服表示，自家售
卖的菜刀可以拍蒜和黄瓜。王麻

子、爱仕达、苏泊尔这三个品牌也
表示，自家菜刀可以拍蒜和黄瓜。

除此之外，王麻子刀具还表
示，自家的刀具有三年质保，在正
常使用期间出现断刀，可以免费
换新。爱仕达刀具则表示，如果在
拍蒜或黄瓜时出现断刀，算质量
问题，官方可以免费换新。

但双立人菜刀则表示，不建
议进行拍蒜和拍黄瓜的操作。记
者注意到，前几年，双立人菜刀也
曾因拍蒜断裂受到关注。当时，官
方客服表示，提倡专刀专用。

顾客

横拍断刀面可申请换货客服

部分品牌不建议用刀拍蒜调查

刀具硬度越高越不能横拍专家

■ 张小泉是
一家集设计、
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于一
体的现代生活
五金用品制造
企业，主要产
品包括剪具、
刀具、套刀剪
组合和其他生
活家居用品，
至今已有400
多年历史。

■ 俗话说“北
有王麻子，南
有张小泉”。在
众多的传统刀
剪品牌中，张
小泉作为第一
家上市企业，
稳坐了“刀剪
第一股”的称
号，这也使得
其一举一动颇
受关注。张小泉门店

王
女
士
购
买
的
张
小
泉
菜
刀
拍
蒜
后
断
裂

国家发展改革委：
6月我国经济实现较快企稳回升

最近，多地业主因楼盘延期交付宣布停止
还贷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对此，银保监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 14 日作出回应，表示将引导金
融机构市场化参与风险处置，加强与住建部
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协同，支持地方政府积
极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最近关注
到个别房企楼盘出现延期交付情况，这件事的
关键在于“保交楼”，对此银保监会高度重视。

下一步工作中，银保监会将继续贯彻落实
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稳
定性，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支持商品房
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引导金融
机构市场化参与风险处置，加强与住建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协同，支持地方政府积极推
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依法依规做
好相关金融服务，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
康发展。

此外，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家大型国
有商业银行以及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
行等昨日均发布公告，称已经对近期个别房地
产企业风险暴露、住房开发项目延期交付情况
展开排查。目前已发公告的多家银行均表示，
涉及的业务规模较小，整体风险可控。

从银行公布的数据看，农业银行初步认
定存在“保交楼”风险的楼盘涉及逾期按揭贷
款余额 6.6 亿元，占全行按揭贷款余额的
0.012%；交通银行经初步排查，存在风险的楼
盘所涉及的逾期住房按揭贷款余额 0.998 亿
元 ，占 本 公 司 境 内 住 房 按 揭 贷 款 余 额
0.0067%；邮储银行初步认定的停工项目涉及
住房贷款逾期金额 1.27 亿元；兴业银行涉及

“停贷”事件楼盘相关按揭贷款余额 16 亿元
（其中不良贷款余额0.75亿元），已出现停止还
款的按揭金额3.84 亿元。 据央视财经

银保监会回应“停贷”事件：

将引导金融机构
市场化参与风险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