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海

11

纪实
专刊部主办

消费者在北京王府井步行
街一些珠宝玉石店购物后，“好
运”随之而来——在商家安排的
“抽奖”活动中抽中“大奖”，以一
折的价格购买店内标价动辄数
千元的玉石珠宝。
但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些
“大奖”无关运气，实为促销手
段。据业内人士透露，用来抽奖
的奖券被动过手脚，能够“中奖”
的奖券被集中放在一起，中奖率
100%，待消费者“中奖”后店家
再调换无法中奖的奖券再次抽
奖，以此来证明“中奖”难度。而
经过专业人员鉴定，这些一折价
格仍达几百元的“玉石珠宝”，成
本仅有数十元。
有消费者“中奖”后发现存
在问题，试图退货被拒。律师认
为，通过“抽奖”方式进行促销，
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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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步行街抽奖有猫腻：

一小时抽出11个“大奖”

据上已经写了，一经出售，没有质量
问题不退货。”对于郭小姐质疑耳钉
王府井小吃街往西 150米处， 的品质，店方回应称，出售的耳钉都
一家名为“纳西宝藏北京第一店”的 经过鉴定，并出具了鉴定证书。
珠宝店内，十几个柜台摆着琳琅满
根据店方向郭小姐提供的鉴定
目的玉石珠宝，标价少则三四千元， 证书，这对耳钉确为石榴石，同时注
多则五六万元甚至更高。
明了质量、形状、颜色等内容，但并
8月 8日下午，这家店内一对标
未显示产地和价值。
价 3480元的“镶石榴石”耳钉，南京
一小时抽出11个“大奖”
游客郭小姐只花了一折的价钱 348
元便买到。
珠宝玉石店“抽奖”的中奖率到
郭小姐回忆，她最初在该店买 底有多高？
了两条价格 58元的手链，店员在收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在王府井
款时称可以“抽奖”，并拿出一个装 步行街上，以“店庆”、“返利”名义进
满奖券的小篮子，让她从中抽取一 行打折“抽奖”的珠宝玉石店铺至少
张奖券。“难以置信，我刮开的是一 有 6家，顾客在店内消费便会获得
等奖”，郭小姐说，店员告诉她可以 抽奖机会。
在展示的柜台里任意挑选一个玉石
在王府井步行街南口北侧一家
首饰，只需要花标价的一折就可以 名为“异域风情珠宝”的店铺，以两
购买，最终她选购了那对“镶石榴 周年店庆的名义举办“抽奖”活动，
石”耳钉。
店方宣称中奖概率只有千分之二，
回到酒店后，郭小姐向朋友展 抽中“一等奖”能一折购买珠宝玉
示了以一折价钱购得的耳钉，却被 石。8月 9日下午一个小时内，记者
泼了冷水，“他们都觉得，这对耳钉 观察到至少有 12名顾客在这家店
不值 300多块。”
获赠奖券，其中 11人刮中“一等
次日下午，郭小姐到该珠宝店 奖”。
要求退货，却被店员断然拒绝，“收
而在王府井步行街丹耀大厦一

珠宝店“中奖”退货遭拒

层“峻熙珠宝”店里，甚至不用购物
也可以免费抽奖。
记者在该店抽取一张奖券，刮
开显示“一等奖”。该店店员边把盛
奖券的篮子放回柜台下面边说：“这
是情人节以来第一个中一等奖大奖
的。”如果对其“抽奖”真实性提出质
疑，店员又拿出盛奖券的篮子，这时
从中抽取的奖券，连续刮开两张均
显示“谢谢惠顾”。
但无论“一等奖”还是“谢谢惠
顾”，这些奖券的编号都一模一样。

前店员自曝“中奖”的秘密
珠宝店频频抽出“大奖”，真的
是凭运气吗？
“只要抽奖肯定都能中大奖，关
键在于奖券。”曾是王府井步行街某
珠宝玉石店销售人员的林先生，道
出了“中奖”的秘密。
林先生称，在一些珠宝玉石店，
只要消费者任意消费，就可以参与
“抽奖”活动。在店铺的柜台中，一
般会有两个小篮子装奖券，一个篮
子的奖券全是一等奖，另外一个则
全是“谢谢惠顾”。
他透露，其中多数珠宝玉石店

销售人员会让消费者先抽中一等
奖，待购买了打折的珠宝玉石后，会
调换无奖的奖券让对方再抽一次，
营造出中大奖是“幸运且不易”的感
觉。
为验证林先生的说法，记者在
王府井“老北京景泰蓝”工艺店内，
购买了一串 19元的手链，交款后被
告知可以到指定柜台参与“抽奖”，
销售人员从柜台下拿出一只篮子，
里面放了上百张印着“财神”图案的
奖券，“现在我们搞店庆活动，只要
消费就有机会抽中大奖。”
记者随机抽取一张奖券，刮开
便是“一等奖”。销售人员连连道
喜，称抽中“一等奖”可以免费获得
指定柜台内标价均为 4000元以上
的任意一件珠宝玉石，只需支付 8%
的“加工费”。
在支付了 394元“加工费”得到
价值 4931元的“玉髓宝石”项链后，
销售人员称还可以继续“抽奖”。但
记者注意到，售货员从柜台下拿出
了另一篮奖券，调换刚抽过的奖
券。连抽两张后，刮开都是“谢谢惠
顾”。
“你看，我们这的中奖率非常
低，一般人想中都中不了。”销售人
员说。

394元玉髓批发仅33元
“中奖”存在猫腻，那么抽中的
“奖品”又价值几何？
与郭小姐一样，记者“中奖”购
买的“玉髓宝石”项链也有鉴定证
书，鉴定机构均为中国商业联合会
珠宝首饰质量监管检测中心和北京
中商宏业珠宝鉴定服务中心，同样
的鉴定证书还在珠宝玉石店出现。
8月 1
0日，记者联系到中国商
业联合会珠宝首饰质量监管检测中
心，该中心确认鉴定证书真实，但声

明无法鉴定产地，也不负责价格标
准的制定。
据林先生称，“ 玉髓项链”成本
只需要几十元，但通过“抽奖”销售
可获取十倍甚至更高的利润。“我之
前的店每年至少因此获利上百万，
负责抽奖的店员还能得到很高的提
成。”
记者拿着“中奖”后花 394元换
来的“玉髓项链”，到华夏典当行和
宝瑞通典当行咨询。两家典当行的
工作人员均表示，只是普通的玉髓
制品，价格在五十元左右，甚至二三
十元也能买到。
林先生等多名业内人士称，这
些珠宝玉石一般从新街口的万丰珠
宝交易市场批发。在该市场“九品
工匠珠宝有限公司”，记者拿出以
3
94元购买的“玉髓项链”，询问是否
有相同的商品。
“有啊，一模一样的，33元一个，
2
00
0块起批……”店员随即领记者
到一个柜台，里面放着上百个相同
款式的“玉髓项链”，同时也证实有
王府井的珠宝玉石店来此进货。
1
0日，
“峻熙珠宝”所在的丹耀
大厦客服部工作人员表示，该店“抽
奖”促销早已出现，大厦也不会干
预。北京市工商局举报热线 12315
就此称，消费者所购商品须经正规
检测中心检测并出具假货证明，工
商部门才能受理。
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
一元表示，买卖遵循双方自愿原则，
如果商场是明确表示打折出售没有
问题。但在王府井珠宝玉石店铺
中，商家先用抽奖欺骗消费者，让其
误以为中大奖，再购买产品，涉嫌采
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购
物，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
可以先向工商部门投诉反映，也可
通过法律索赔。
据《新京报》

女子“捞”夫被骗1460万巨款
资金来源成疑

因丈夫张某被安徽省纪委带走调查后消息全无，王女士想通过“关系”换丈夫自由，结
果被骗子骗走1460万元。在王女士意识到被骗后，该男子归还了650万元，造成王女士实
际损失810万元。此案一审时，被告人任鹏宇犯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被继续追缴违法所得810万元。据了解，日前，此案在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王女士说，两个月内，任鹏宇一
任鹏宇到案后否认犯罪，称王
“捞”老公被骗巨款
共要走了 1460万元。
女士的老公被纪委带走后，就请他

王女士称，2011年 12月 27日，
其丈夫张某被安徽省纪委以协助调
查为名带走，再没了消息。她一直
想托人打听消息。 2012年 3月，有
人给王女士推荐一个叫任鹏宇的男
子，称对方与安徽省的领导很熟。
此后，王女士来到北京与任鹏宇见
面，任鹏宇自称是华声国际记者俱
乐部法定代表人、总编辑。
任鹏宇对王女士表示，自己可
以疏通关系让纪委放人，但需要 900
万元。王女士答应了，当晚筹集 100
万元现金给了任鹏宇，之后又给了
任鹏宇 445万元。几天后，任鹏宇
约王女士见面，称已经去过纪委，其
丈夫的事儿不大，只要钱到位马上
放人。任鹏宇还让王女士到合肥，
把 400万元存入“安徽省纪委书记
的妹妹”的账户。一段时间之后，任
鹏宇又让王女士再准备 300万元现
金，称要去“打点”北京相关领导。

钱交了，丈夫张某却迟迟没回
来。王女士说，任鹏宇先是承诺张
某 2012年 4月底就可以回来，后来
又说是 5月 17日。可是真到了 5月
1
7日时，丈夫张某还是没见回来。
任鹏宇告诉王女士，其丈夫的事已
经到了中纪委，正在“运作”。王女
士起了疑心，觉得任鹏宇口中的纪
委放人日期一拖再拖靠不住，就找
到任鹏宇要求退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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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 7月和 8月，任鹏宇退了
6
50万元后不再认账。9月 15日，王
女士报警。

做了顾问，所以才收了王女士 650
万元，但已经全部退还。此外，任鹏
宇对“虚构能疏通关系让张某获得
释放”的行为也予以否认。
不过，由于王女士起疑心后再跟
任鹏宇谈话都带着录音笔，警方提取
了谈话录音作为证据。此外，据安徽
省一名王姓主任作证，2012年，在办
理张某案的过程中，他接到一个北京
的电话，对方自称是新华社记者，是
张某妻子的哥哥，想了解一下张某的
情况。王主任称，他听说任鹏宇是新
华社的记者，就注意了一下，并在单
位门口见了一下任鹏宇。
骗子冒充家属混进纪委
王主任说，他告诉任鹏宇，张某
同年 10月 25日，警方在位于东 涉嫌非法买卖国家土地，希望家属
城区的华声国际记者俱乐部将任鹏 能配合工作。之后，任鹏宇打电话
宇抓获归案。经调查，任鹏宇 1965 来说在其单位二楼。王主任很惊
年 1月出生，黑龙江人，大学文化， 讶，因为要进到单位二楼需要过两
北京华声国际记者俱乐部有限公司 道岗。他一边叫人查是怎么回事，
法定代表人。
另一边去应付任鹏宇。任鹏宇说，

张某的妻子王女士在外面很辛苦，
希望案子能尽快有个结果。王主任
当时表示，希望家属配合工作。
此外，经过调查，任鹏宇是尾随
一个干部进到纪委里的，而当事人张
某则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亲戚。

巨额钱款来源成疑团
一审法院认为，王女士的陈述
和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相互
印证，证实任鹏宇于 2012年 3月至 5
月，利用张某被安徽省纪委调查的
事实，虚构可以帮助王女士疏通关
系，从而诱使王女士向其支付 1460
万元，因向王女士退过 650万元，造
成王女士实际损失 810万元，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额特别
巨大，应依法予以惩处。
法院一审判处任鹏宇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并将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
8
10万元。任鹏宇上诉后，北京市高
院终审维持了原判，驳回上诉。
此案宣判后，很多网友表示，王
女士屡屡受骗，为何不通过正常渠
道去咨询解决，而是先想到“捞
人”？其丈夫张某究竟是何种身份，
又因何被纪委带走调查？令不少网
友更为疑惑的是，王女士如何能在
短时间拿出上千万的巨款，其背后
“身家”不得不引人质疑。
据《北京青年报》

