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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影城低价卡“杀猪盘”
设局长达半年 涉案金额上百万

■ 环球影城，全球最
出名的主题乐园之一，原
本是带给人们欢乐和魔法
的地方。今年夏天，关于北
京环球影城的一桩低价卡
骗局，让一些想低价获得
快乐的消费者损失钱财无
法入园，让一些想赚钱的
中间商倒贴一笔。

■ 如今，这场骗局的
始作俑者詹某某已被警方
刑拘。

8月12日，红星资本局从复星
医药方面获悉，复星医药紧急调
配新冠肺炎小分子口服药阿兹夫
定片驰援全国多地，近日已运抵
河南、海南、新疆等地驰援疫情防
控一线。

阿兹夫定片是我国首个获批
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具
有全球专利的1.1类抗新冠肺炎
小分子口服药物。

根据支持其上市申请的关键
Ⅲ期注册临床试验，阿兹夫定片
可以显著缩短中度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患者症状改善时间，
提高临床症状改善的患者比例，
达到临床优效结果。在抑制新冠
病毒作用方面，阿兹夫定可抑制
新冠病毒的活性。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按照
各地医保挂网价格，阿兹夫定
片定价每瓶270元，每瓶35片，
每片1mg。

7月25日，国家药监局应急附
条件批准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阿兹夫定片增加新冠肺炎治
疗适应症注册申请，用于治疗普
通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
ID-19）成年患者。

阿兹夫定片获批当日，复星
医药宣布与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联
合开发并由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
产业独家商业化阿兹夫定。

8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
发布通知称，根据国家药监局
附条件批准阿兹夫定片增加治
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适应症注
册申请的审批意见，为进一步
完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抗病毒
治疗方案，经研究，将该药纳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第九版）》。根据诊疗方案，阿
兹夫定片用于治疗普通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成
年患者，用法用量为空腹整片
吞服，每次5mg，每日1次，疗程
至多不超过14天。

另据央视新闻，记者从国家
医保局了解到，按照基本医保有
关规定，凡被列入新冠肺炎诊疗
方案的药品，可以临时性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阿兹夫定片被纳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因
此参保患者使用该药时医保基金
可按规定予以支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凌瑶

首个国产新冠口服药
每瓶270元

可临时性纳入医保报销
已运抵海南、新疆等地

第14次高考考中上海交大
他“考虑去”读

唐尚珺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
在今年8月5日。那是在其2022年复
读高中的表彰大会上，他拿着一块
写着“热烈祝贺唐尚珺同学被上海
交通大学录取，某学校助学奖金8万
元”的红色牌子——他是该校考上
985高校并拿到8万元助学奖金的两
名学生之一。

前一年，唐尚珺复读的这所高
中曾发布招生入学奖励政策，其中
包含：清华北大在广西最低录取线
下30分以内，收费全免，被清华北大
录取者奖励80万元人民币，高考报
名后预付12万元；超出一本线100

分，收费全免，被清华北大录取者
奖励80万元人民币，高考报名后预
付5万元……2021年，广西高考本科
一批理科分数线487分，唐尚珺考了
591分，曾被广西大学录取。

唐尚珺有一个“清华梦”。他从
2009年开始参加高考，至今已是第
14次，但一直未能圆梦。此次，他考
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他曾在6月底时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以
他的情况，考上清华大学几乎是不
可能的了，“可能的话就是奇迹了。”

但是他也考虑要不要再搏一
搏。而对于是否会选择就读上海交
通大学，他曾在7月回复称“考虑
中”。8月8日晚，唐尚珺在个人微博发
布消息称，“无所谓值与不值，这只是

一种选择，对应着的一个结果。”配图
为9张图片，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录取
通知书封底、校史尺、校徽图片等。

8月12日，记者再次询问他是否
想去上海交大，他的回复内容，则从
前次的“考虑中”改为了“考虑去”。

多次放弃录取学校复读
“现在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唐尚珺出生广西，今年已34岁。
他是2016年纪录片《高十》的主人
公。纪录片中，时年28岁的唐尚珺已
7次复读，瞒着父母要考中国科技大
学。纪录片结尾，唐尚珺拿着中国
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向父母坦
白自己一直在偷偷复读。

实际上，当年开学时唐尚珺去
中国政法大学逛了一圈，又瞒着父
母回到学校复读，其原因一是有学
校用高价吸引高分考生到校补习，
他想拿到钱给患癌的父亲治病；另
外，他一直想考的学校也非中国科
技大学，而是清华大学。

如果以纪录片《高十》中考上中
国政法大学为节点，2016年之前，唐
尚珺的复读情况为：第1次专科，第2
次三本，第3次二本，第4次二本，第5
次开始上一本，还曾被吉林大学录
取，2016年他以625分的成绩被中国
政法大学录取。此后，2017年550分，
2018年619分，2019年645分，2020年
619分，2021年591分。但均与清华梦
差距甚远。期间，他曾被重庆大学、
广西大学等高校录取，均放弃就读。

唐尚珺现在回想，要是自己2016
年没有放弃，继续在中国政法大学读
书，早已大学毕业。而现在，自己的路
越走越窄，他不知道，就算读了大学，
以他的年龄，还能否找到好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卿媛

8月10日，财政部修订印发
《中小学校财务制度》（以下简称
《制度》），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财
务行为。《制度》明确增加中小学
校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增加
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禁止
性规定。

与原《中小学校财务制度》相
比，新《制度》针对地方落实“双
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扩大普
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等重大政策时
面临的新情况、新要求，统筹兼顾
学校财务管理薄弱环节，着重从
六个方面进行了修订：

一是调整了《制度》的适用范
围，不再要求接受国家经常性资
助的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学校执
行本制度。

二是明确党组织领导中小学
校的财务管理工作。

三是强化学校财务队伍建
设，新增学校财务主管人员和财
务、会计人员的岗位设置、职责权
限以及任职条件等规定。

四是对学校采取自主经营食
堂、委托方式经营食堂、配餐或托
餐等不同方式为学生供餐的实际
情况，分类提出财务管理要求。

五是明确课后服务等服务性
收费的管理要求，增加中小学校
不得擅自扩大收费范围、增加收
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的禁止性
规定，加强对地方落实“双减”政
策财务行为的指导。

六是根据新的《事业单位财
务规则》，对预算管理、资产管理、
财务报告制度等内容作相应调整
和细化。

《制度》从2022年9月1日起正
式实施。各地、各学校可利用中小
学校暑假，开展人员培训、制定实
施细则、修订配套制度等工作。财
政部将会同教育部密切关注《制
度》实施情况，持续跟踪问效，指
导中小学校切实提高财务管理水
平，确保《制度》贯彻落实。

据成都发布

高考14次，复读13年，唐尚珺
2022年的高考情况依然引人关注。
8月11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
唐尚珺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护
理学院录取，截至发稿前，唐尚珺
仍在考虑是否前往录取院校就读。

这不是唐尚珺第一次成为
新闻焦点了。他为了能上清华，
年复一年地高考、复读，一直考
到34岁。而他的故事，在之前被
同学拍成了纪录片《高十》，一个
孜孜不倦的偏执的“小镇做题
家”形象呼之欲出。

在很多人看来，唐尚珺的人生
规划太不合理了。最好的青春年
华，都在做题的时光中度过，哪怕
考上了985名校上海交通大学，他
都还在犹豫要不要就读，把作为一
种晋升渠道的高考当成了唯一目
标，这不啻是在逃避社会责任。

唐尚珺考上过西南政法大学、
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
其中不乏名校，如果唐尚珺换一种
活法，不那么固执，而是选择一所
高校就读，他可能早已过上另一种
人生。但反转来，即便唐尚珺偏执
地反复高考，循环往复地追求清华
梦，那也没什么好嘲笑的。

在之前的纪录片中，对于明
明想考清华但只能对外称想考
中科大，唐尚珺的回答让人印象

极为深刻——怕被嘲笑“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在世俗意义上，哪怕考上了很
多人梦寐以求的上海交通大学，唐
尚珺也许仍是一个失败者。但我们
不应该忽视他持之以恒的努力换
来的另一种成功：从普通高校到
985，他何尝不是日益接近梦想？

来自偏远山村的唐尚珺，和
大部分做题家一样，将希望寄托
于考名校。只不过有些人考不上
名校也就妥协认命了，而唐尚珺
则“困”在了高考里。

新闻报道说，父亲被确诊肺癌
晚期急需用钱，所以有一年他考上
了中国政法大学也没去，为的只是
复读赚取奖金。千军万马地挤高考
的独木桥，还得应付各种意外，这
又有什么值得嘲笑的呢？

唐尚珺反复高考、复读，不能
简单理解为挤占他人的名校名额，
否则是对复读考生的一种新的不
公平。怕被嘲笑“癞蛤蟆想吃天鹅
肉”的唐尚珺，无非是想证明，清北
梦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他
为了证明这一点所付出的，则是时
间、青春上的巨大代价。

对于外界的非议和不解，唐
尚珺在微博上写道：“无所谓值
与不值，这只是一种选择，对应
着的一个结果。”但人生只有高
考一种选择吗？考不上名校，其
实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结果”。
如果唐尚珺愿意早做选择，或许
会跟现在不一样。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熊志

财政部修订印发《中
小学校财务制度》

中小学校不得
擅自扩大收费范围

律师解读

被骗的钱能追回吗
专家指出，长达半年的谋

划，先贴钱让消费者尝到甜头，
再大量售卡牟利，让这宗骗局具
有“杀猪盘”的特征。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
所施鑫律师告诉红星资本局，以
前期小额特价卡作为“猪饲料”，
以社交平台为“猪圈”，该骗局通
过建立人设骗取信任，让受害者
一次性投入更多的半年卡费，以
此“杀猪”骗取钱财。

目前詹某某因涉嫌刑事犯
罪被西城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代理商的责任又该如何界定？

施鑫表示，代理商是否构成
刑事犯罪，要看代理商是否具有
共同犯罪的故意，即是否明知詹
某某是以出售低价票为幌子实施
诈骗犯罪，主动加入并与詹某某
协商分配利益。可以通过代理商
与上游卖家之间的代理合同、微
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代理商自
己的陈述、詹某某的供述等客观
证据，判断双方是否具有共同犯
罪的故意。

如果明知，则代理商涉嫌诈
骗罪的共同犯罪；若代理商和詹
某某系共同犯罪，则本案属于刑
事案件，两者须承担刑事责任，
退赃并向消费者退赔。

如果代理商不知上游卖家
是否具有履行能力，因其不存在
过错，则不会构成刑事犯罪，但
或需承担民事返还责任，拒不返
还的，可能涉嫌侵占罪。此时又
分两种情形：若代理商与买家之
间系代理采购合同关系，根据双
方之间权利义务约定，基于合同
相对性，不能以“购卡费已转给詹
某某或其他人，我也是受害者”为
由拒绝返还；若代理人是好意实
惠行为，并未收取费用，末端消费
者就不能向其主张返还。

施鑫还表示，单纯中间人没
有获利，也是被骗方。如果购卡
费在其手中，则具有返还的义
务；如果钱在代理商或者詹某某
处，其并没有垫钱的义务。

此外，该事件中，很多中间商
表示直接转账给詹某某，“私人转
账不影响维权结果，但会影响维
权取证的过程。大量购卡费用可
能已被嫌疑人消费转移了，即使
公安机关追缴涉案款物，末端受
害人也很难获得全部损失赔偿。”

34岁考生为“清华梦”复读13年

今年被上海交大录取,这一次他“考虑去”
为上清华高考14次
没什么好嘲笑的

低价门票骗局：
已不止一次

7月28日，据西城警讯官方微
信，警方陆续接群众报警称，网上
购买北京环球影城门票被骗。西城
公安分局已将犯罪嫌疑人詹某某
（男，35岁）抓获，其对以能低价购
买北京环球影城“半年卡”为名骗
取他人钱财的行为供认不讳。目
前，詹某某已被西城公安分局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随后，北京环球影城官方回
应，从未授权任何其他第三方平
台、商家或个人销售北京环球影
城夏秋漫游卡，且不存在内部折
扣价。北京环球影城夏秋漫游卡
在官方渠道购买时即采用实名
制购票和验票机制，不能转售或
转让。

据红星资本局不完全统计，
该骗局累计骗取金额超过百万
元，有单人被骗超过60万元。

这不是主题乐园第一次出现
低价门票骗局，上海迪士尼乐园
此前也出现过类似案件。据上海
法治报报道，上海市崇明区人民
法院曾开庭审理“迪士尼员工”低
价帮买门票案并作出一审判决，以
诈骗罪判处朱某有期徒刑5年8个
月，并处罚金1万元，同时责令朱某
退赔多名被害人共37万余元。

低价诱惑：
尝到甜头后的信任

交易发生在各种不同的渠

道，相同的是每张票比原价便宜
数百元的价格诱惑。

北京环球影城于2021年9月
正式营业，是美国环球主题公园
度假区集团在中国第一个、世界
第五个主题乐园，也是目前占地
面积最大的环球影城。北京环球
影城开业初期，让北京在携程平
台的搜索量持续数周保持第一。

开业近一年后，这座乐园的
热度仍在持续，对应的入场价格是
单日528元-638元不等。2022年7
月，北京环球影城限量开售夏秋漫
游卡，也就是有效期至少半年的无
限次门票，官方标准票（不含老人
和儿童票）售价1350元-2450元。

而在网络上，关于这种半年
卡的交易早已开始。

红星资本局发现，2022年春
节后，陆续有消费者以150元、200
元、350元左右的价格购买过环球
影城单日票，均成功入园。一些消
费者尝到甜头后，更贵的环球影城
半年卡登场了。一位受骗的消费者
解释，此前花360元买的单日票入
园验证没问题，当听说有优惠的半
年卡时，想都没想直接掏钱。

一位成功使用过优惠单日票
的消费者表示，他在名为“北京玩
乐优惠”的微信群中购买的优惠
票，群主还会发布包括北京欢乐
谷、水立方等项目的优惠票，群友
正常使用这些优惠票，也加强了
他对群主的信任。

据介绍，低价半年卡售价在
500元-800元不等，并出现在很多
销售渠道内。一位消费者告诉红

星资本局，自己所在的团购群有
人组织售卖这种低价卡，直到7月
28日晚7时，也就是北京西城警讯
发布通告的前一天，还有群友在
询问半年卡。

大部分交钱的人，都没有等
到优惠的半年卡。多位被骗的消
费者表示，群主或售卡人基本以
疫情、排队等待等借口，不断延期
办卡时间，同时伴以“相信的就等
等，不信的可以退款”的话术。

当消费者察觉不对要求退款
时，只有少部分人拿回了自己的钱，
大多数人已经联系不上卖家了。

半年设局：
很多代理商也被宰了

被骗的不只是消费者，还有
处于中间的代理商们。

网友“麦麦”告诉红星资本
局，自己多方了解的信息是，北京
环球影城从未对任何旅行社和代
理商开放过这个票种，一直都是
官方直售，“我猜那些组织团购的
群主也是被骗了。这些群主之所
以受骗，或与此前成功消费过单
次优惠票有关。”

有票务代理表示，经过此事
才知道，詹某某此前售卖的特价
单次票并非真特价，而是詹某某
以一张600多元的价格购入，贴
钱作为特价票卖给下游或消费
者，很多票代也是因此才相信的
詹某某。“特价单次票卖了半年，
就是为了这次年卡圈钱。这次受
骗很多的都是中间票商，上边没

把钱退给自己，自己还得退（钱
给）顾客。”

也有一些中间商表示，自己
并未从中赚取消费者的利润，只
是帮人代购，钱直接转账给詹某
某，现在也是退款无路。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目前在
闲鱼、小红书、微博等多个平台搜
索“环球门票”，已没有售卖半年
卡的有关信息，询问卖家也称无
票，剩下的大部分链接则标明可
以代购环球影城VIP快通，即“导
览服务+优速通”。

据了解，当日的“优速通”在
环球影城APP等官方渠道也可购
买，每个项目价格为160元-190元
不等，但官方APP上热门项目一
般都是“售罄”状态。

有代理告诉红星资本局，自己
有其他渠道能订上“优速通”，“你看
到官网有卖，但你不一定能买到，我
这里百分百可以玩上。”该代理开出
的价格也高于官网售价，比如4个项
目的“优速通”售价打包1200元，而
按官网售价最多消费760元。对此，
该代理表示最近暑期票量紧张不好
抢，价格也相应上浮。

另有其他代理告诉红星资本
局，购买的套餐必须包含导游带
团。需要导游陪同去减免排队时
间。当记者问及是否是“优速通”
时，该代理并未直接回答，只是强
调，导游陪同下每个项目大约二
三十分钟便可玩到，每次每个导
游会带1至3个家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实习记者 程璐洋

“我发现我走错路了。”2014
年年初，唐尚珺在镜头前说了一
段话。他说自己不应该回头那么
多次，以往，他真的非常想要考
上那个大学（清华大学）。“现在
我觉得考大学不是很重要，跟家
人在一起很重要啊。”那是他复
读第5年的时候。

如今唐尚珺是一名复读13
年的“高中生”。今年6月底，他在
填志愿期间，曾提到想上心目中
排名前十的学校，除了清华、北
大等，还提到了上海交通大学。7
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唐
尚珺处了解到，他已被上海交大录
取，但是否去就读，还在考虑。

8月12日，记者再次询问他
是否想去上海交大，他的回复内
容则改成了“考虑去”。这意味着，
唐尚珺的复读之路或将结束。

唐尚珺为了清华梦复读了13年

北京环球影城 图据IC ph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